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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一而再再
而三地发生， 就会让人
产生一种诡异的联想 。
本届世界杯， 有一个事
件已构成“现象级”，那就是冠军球队都似
乎流年不利：意大利队未进决赛圈，德国队
小组赛即遭淘汰，然后是阿根廷、西班牙，
乌拉圭、巴西，双双相携回家。法国、英格兰
目前还算“命硬”，不过要小心了。新科状元
隐隐然呼之欲出———比利时？克罗地亚？甚
至是俄罗斯？

玩笑越开越大了！ 绿茵场的上空有个
“足神”？他带着一脸的促狭，把赛场变成了
俄罗斯魔方？

以上算是戏说。下面说点正经的。
本届世界杯，有两大变局，可能是历史

性的， 或会对将来的世界足坛产生深远影
响———

其一是，随着剩下的赛程变成欧洲“内
战”，维持了将近百年的欧洲、拉美强强对
峙的局面宣告结束， 世界足坛的平衡被打
破，发生了严重的倾斜。这种局面其实不是
自本届始，早就已经发生，连续4届冠军都

在欧洲球队中产生，即是明证。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什么

呢？是经济。长期低迷的经济使拉美
的球市日趋灰暗，巴西、阿根廷的联

赛已几乎没有了曝光度， 所有优秀的
球员（包括有潜力的苗子）都被磁吸到了欧
洲五大联赛。需知，市场和产业的空心化，
是难以支撑起一支世界冠军的。

第二大变局是， 纯技术流的打法或注
定将要式微 。荷兰 、西班牙 、葡萄牙 、阿根
廷、巴西，包括拉丁化的德国，遇到身体硬
朗、打法简单粗暴，前有站桩式大中锋、中
后场屯积重兵， 队员牛高马大且跑不死的
球队，似乎都没有什么好办法。而冰岛、丹
麦、瑞典、俄罗斯等既无大明星也无大名声
的灰不溜秋的队伍，却混得风生水起。

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世界足坛之
“势”，一直就是在变动、变幻着的，本无足
奇。只是，照目前这种势头演进下去，欧洲
单极世界加上纷纷“往实了踢”“往死里踢”
的流风，这足球，这世界杯，是不是有点单
调、有点寡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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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原平

随着桑巴军团的“突然死亡”，最
后一支南美球队停止了前进的脚步，
本届世界杯已彻底成为“欧洲杯”。华
丽绚烂的南美足球完全沦为欧洲豪
门的背景墙，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长期以来，“欧洲对抗南美”是世界
杯的主旋律，双方包揽了全部的世界杯
冠军。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区域文
化以及人文环境的差异，造成了欧洲和
南美两大足球风格的大相径庭。

欧洲球员大多有着出色的职业
素养，以整体打法为主。本届世界杯，
以法国、 比利时为代表的欧洲球队，
就是奉行攻守均衡，强调纪律和力量
的整体打法，不会轻易崩盘。

南美球队则更多的依靠球星的个
人能力。无论是昔日的球王贝利、马拉
多纳、外星人罗纳尔多，还是现今南美
双雄的核心梅西、内马尔，都有着天马
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的灵光
闪现往往一剑锁喉。但依靠球星个人
能力的打法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当
家球星不在状态或者遭到对方多人
盯防而毫无作为时，球队往往陷入低迷。

有人说，喀山竞技场先后送走阿
根廷和巴西 ，是他们缺乏 “进球运 ”。
如果巴西得到一个应有的点球，鹿死
谁手还未可知。 但是从细节来看，阿
根廷和巴西的比赛大都惊心动魄，几
乎没有一场能够完全控制对手，表现

游刃有余。纵观本届世界杯 ，球员的身
体素质和球队的整体性变得越来越重
要， 空有华丽的球星往往独木难支。世
界排名前三的球星梅西、C罗、内马尔所
在的球队均惨遭淘汰，他们在比赛中往
往缺乏球队支援，无奈仰天长叹。

如果说南美的“美丽足球”已死，犹
言尚早。但是，南美这种依靠球星个人
能力的打法 ，已
经在与欧洲整体
战术风格的对
决中落入
下风。

偶然还是必然

足球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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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兹曼的一脚远射，终结了乌拉圭的
世界杯之旅，他也成为本届世界杯最“佛系
庆功”的球员：呆呆地站着，没有任何表情。

晋级4强，格列兹曼一定想过无数种欢
呼的姿势，可当这一切真的来临，原始情感
的泉涌让本该有的欢腾突然变得安静。他
当时的脑海应该闪现出一个个熟悉的场
景———自己去往西甲后， 不管是在皇家社
会还是马竞，都受到很多乌拉圭人的帮助；
自己不知不觉融入南美人的习俗， 喜欢喝
马黛茶早已人尽皆知， 就连赛前训练也悠
悠地夹着一壶茶走进更衣室。格列兹曼说：

“我也算是半个乌拉圭人。”
小黑相信格列兹曼的“佛系庆功”绝不

是作秀。 这一脚破门换作其他球员也会在
喜悦之余有点 “懵”———我当然爱祖国，可
我也爱对手；我可能是“双面胶”，但我必须
这么做。 劲射破门， 是求胜心与荣誉感使
然；难免伤感，是感恩与深情衍生的形态。

小小一颗球， 竞技成绩与家国情怀
共存、个人经历与私人情感同在，你很难
说孰轻孰重。谁都有拳拳爱国心，身披国
家队战袍定当不遗余力， 但人也都有恻
隐之心，“亲手送你离开”其实谁也不想。

世界杯上， 来自各俱乐部的运动员
为各自的祖国而战，“场上是对手， 下场

是好友”，这句老话道出了友情最好的样子。
还记得败局已定时，边哭边排人墙的乌拉圭
球员希门尼斯吗？比赛结束后身为马竞队友
的埃尔南德斯深情拥抱哭得像个孩子的他；
小组赛“西葡大战”时，同为皇马队友的拉莫
斯拉起坐在地上的C罗；同在拜仁效力的J罗
与莱万小组赛结束后深情相拥；英格兰与比
利时的对决堪称“英超内战”，比赛前互相寒
暄让人暂时忘记即将打响的战斗……男人
之间的对决，用成绩说话；兄弟之间的情谊，
浓缩在一个个小举动中。

这或许就是足球该有的样子———公平
竞争的前提下，他们可以互相打败 ；足球王
国的情感场内，的确没有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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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惠芳

世界杯已进入“欧洲内战”。亚非拉只能
作“壁上观”。

英格兰与瑞典，是典型的欧洲球队，牛高
马大，冲击力强，尤以头球见长。像理发师，靠
顶上功夫。

球，怎么进的？头顶脚踢。连乌龙球，也是
这种套路。主裁判与视频裁判严密监视，马拉
多纳的“上帝之手”恐怕难以重现。

很长一段时间，说起英格兰，都是“长传
冲吊” 的印象。 后场一个大脚开到前场或禁
区，被称为“约翰牛”的英格兰球员拼命地争，
拼命地顶。球在空中飞来飞去。有人说英格兰
的打法“简单粗暴”，是彻头彻尾的“头球队”，
貌似有点贬义。但这种“简单粗暴”对付身体
相对矮小的球队，十分管用。一冲一吊，三下
五除二就解决了。

传统意义上的“头球队”不光是英格兰，
瑞典也是。 高手林立， 禁区像密不透风的森
林，看谁蹦跶得更高，看谁的顶上功夫更强。

多了精准配合、层层推进的“头球队”，头
球还是传统特色，不能丢，也不会丢。上、下半
场，英格兰各顶入一个头球。“1+1=1”，两个头
球一张门票。

一种细节，很有意思。如果球员失去破门
良机，击中门框或擦门框而出，场外的遗憾之
情总是那么雷同：球迷抱头，教练搔发。总之，
与头有关。头很重要，头球也很重要。

“头球队”输给了“头球队”，输给了头球，
但不必低头。瑞典应该昂首离开。毕竟，预选赛
淘汰了荷兰、意大利。毕竟，世界杯闯进了八
强。输球的“头球队”头上，也有耀眼的光环。

顶上功夫，头头是道

▲ 7月7日，瑞典队
球员克拉松 （左 ）与英
格兰队球员阿里在比
赛中拼抢。

▲7月7日， 英格兰
队球员马奎尔在比赛中
庆祝进球。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7月8日讯（记者 王亮）北
京时间8日凌晨结束的第3场1/4决赛中，
年轻的三狮军团英格兰队凭借两粒头球
和守门员皮克福德的神勇发挥，以2比0
完胜老对手北欧海盗瑞典队， 时隔28年
重返世界杯4强。

对英格兰队来说， 瑞典队并非像阿
根廷或巴西队一样的劲敌， 但一直是个
难缠的老对手。此前两队有过8场大赛交
锋，三狮军团仅在2012年欧洲杯以3比2
取胜，其他7场5平2负。瑞典队牛高马大、

战术务实，被誉为“巨人杀手”，也是本届世
界杯的黑马之一， 小组赛中就力压德国和
墨西哥队，以头名身份晋级16强。

但原先预想的一场苦战， 却成了英格
兰队的秀场。具有身高优势的瑞典队，被攻
入了两粒头球。

比赛第30分钟，阿什利·扬发出角球，
马奎尔高高跃起， 力压瑞典队球员头球破
门。第58分钟，林加德45度角斜传，阿里在
小禁区左角处无人盯防，轻松头槌破门。英
格兰队最终能将胜果保持到终场， 还在于

有“头”有“尾”。下半场，瑞典队曾多次攻到
英格兰队门前， 但英格兰门将皮克福德连
续上演精彩扑救，力保球门不失，为球队晋
级4强立下汗马功劳。

回顾英格兰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运
气是一个关键词。 所在小组实力两极分化
严重，最终他们以小组第2轻松晋级，两场
淘汰赛也没有遇上真正的劲敌。半决赛，他
们将面对克罗地亚和俄罗斯之间的胜者，
气势如虹的三狮军团闯入决赛的可能性非
常大。

“头”功
三狮军团头球击败北欧海盗

小
黑
“逗
”

▲7月7日，瑞典队球迷在开赛前。

▲7月7日，英格兰
队小球迷在开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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