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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沉默内敛 、笑
中还带点羞涩的男人， 他也
是一位中场指挥大师， 视野
开阔，脚法细腻，传控精准而
从容，富于创造，带着天才的
灵感和优雅的艺术家气质 。
以他为攻防转换枢纽的球
队，场上总不乏诗情画意，令
人赏心悦目。

我说的是皇马的中场核
心，克罗地亚国家队队长、全
队精神领袖莫德里奇。 中国
球迷给他取了个雅号，叫“魔
笛”。 他确实像一支魔笛，其
音魔幻迷离，令人沉醉。

伟大的人物， 是一个时
代的标志，多少年后，人们提
起他，总会回想起一个时代。
比如贝利，比如马拉多纳，比
如克鲁伊夫、贝肯鲍尔。莫德
里奇， 已经和他的皇马队友
们一起， 创造了欧冠 “三冠
王”的传奇，也已经率领他的
国家队创造了新的历史 。他
正在接近于创造完成属于他
的时代。

齐达内、皮尔洛、哈维之
后，当今足坛堪称中场大师者，唯莫德里
奇一人而已 。话说得中场者 ，得天下 。阿
根廷 、巴西 、德国 、西班牙诸队 ，人才济
济，兵马不可谓不强，之所以此次一一折
戟沉沙，所缺者，中场也。克罗地亚，300多
万人口的小国， 其足球之所以能异军突
起，天才“魔笛”的横空出世，当是关键。

8日晚，莫德里奇和他的队友们涉险
过关，再续他的前辈苏克所创造的辉煌。
俄罗斯队 “点杀 ”了西班牙 ，此番则被克
罗地亚队 “点杀 ”。一些球迷预想的东道
主或会靠着摆“大巴”一路“点”进决赛的
戏码终究没有演下去。 这里倒不是幸灾
乐祸，以东道主强悍、坚韧、高效的表现，
它进4强，也令人心服。只是，从观赏性来
说，让天才 “魔笛 ”率领的克罗地亚队去
与另外3支号称 “青春风暴 ”的青年近卫
军竞逐，更让球迷期待。

“魔笛 ”的大时代就要来临了吗 ？率
领一个小国的球队跨过半决赛， 跨过决
赛，一举登顶，这一前无古人的伟业能够
在他手上完成吗 ？哎 ，这样的美景 ，想想
都让人无比激动。

苏原平

从领先到被逼平， 从加时赛意
外丢球， 到终场前5分钟顽强扳平，
俄罗斯在1/4决赛中与克罗地亚浴血
奋战了120分钟。 特别是在最后时刻
落后的情况下， 俄罗斯人顽强的斗
志被彻底点燃， 硬生生地将比赛拖
入到点球大战。此时，距离他们创造
奇迹只有一步之遥。

首轮淘汰赛， 俄罗斯正是在点
球大战中爆冷淘汰夺冠大热门西班

牙 ，惊艳世界 。然而这一次 ，命运女
神似乎跟“战斗民族”开了个玩笑！

首个出场的斯莫洛夫的点球被
克罗地亚门将扑出， 在加时赛扳平
比分的费尔南德斯干脆将球射偏 。
顽强战斗了120分钟的俄罗斯人，却
在点球大战的前两轮注定了悲情结
局， 他们距离创造世界杯历史最佳
战绩仅有一步之遥， 但最终抱憾离
去。

作为东道主， 俄罗斯赛前并不
被看好， 因为他们的世界排名是32

强中最低的，而且热身赛表现糟糕。
但一到世界杯赛场，“北极熊” 就露
出了獠牙，揭幕战5比0狂胜沙特，随
后3比1击败埃及，提前一轮出线。

相比群星云集的世界杯4强法
国、比利时、英格兰、克罗地亚，俄罗
斯完完全全是一支平民球队。 淘汰
赛遭遇实力远超自己的西班牙和克罗
地亚， 俄罗斯凭借严密组织和上下齐
心的团队精神， 踢出了两场极富战斗
力的比赛， 成为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
马。

没有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美国
人 ，诧异 “最弱东道主 ”为什么能爆
发出巨大能量， 甚至怀疑俄罗斯球
员使用兴奋剂。他们哪会明白，俄罗

斯人正是用奔跑来弥补自己技战术
上的不足， 通过燃烧全部战斗能量
来创造奇迹！

不知疲倦地跑动 ，给 “北极熊 ”
带来了进球机会 ，也破坏了对手的
进攻节奏 。1/4决赛 ，俄罗斯全队跑
动距离比克罗地亚多出近 8公里 ，
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进攻的
希望 。

虽然俄罗斯的出局令人叹息 ，
但他们的勇敢、 坚韧和顽强已给世
人留下深刻印象。 只要在这非凡的
战斗意志的基础上提升技战术细
节， 俄罗斯足球就一定会拥有更广
阔的空间， 一定能够跨过创造奇迹
的“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
平
心
论

东道主倒在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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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雄鸡战红魔，各有“三宝”
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4强的“高

卢雄鸡” 法国队虽然在小组赛表现
平淡， 但进入淘汰赛先后以4比3、2
比0将南美劲旅阿根廷、乌拉圭送回
家。如今的法国队，冠军相十足。

“年轻”是眼下法国队最大的法
宝，平均年龄26岁，是本届世界杯32
强中第二年轻的。 称他们为本届世
界杯赛场上“青春风暴”的代言人，
绝不为过。19岁的姆巴佩是俄罗斯
赛场上最亮眼的新秀， 对阵阿根廷
队的比赛中，他一骑绝尘“手撕”对
方整条防线， 让人想起20年前意气
风发的少年欧文。 他的抢眼与强势
配得上1.8亿欧元的身价， 也成为法
国队启动强攻的保证。除了姆巴佩，
锋线上的格列兹曼是法国队的进攻
利刃，能极好地牵制住对手，加上中
场有博格巴坐镇，三大“宝贝”联手
发威，将是雄鸡最终“雄起”的利器。

有着“欧洲红魔”之称的比利时
队在本届世界杯“红得发紫”，小组
赛取得全胜已“不值一提”，“逆风翻
盘” 淘汰日本队后更是横扫夺冠热
门巴西队， 红魔的魔力正席卷俄罗
斯大地，豪门指数不断攀升。

这支红魔已不是4年前被阿根
廷队淘汰的那只队伍了。截至目前，
全队已经在俄罗斯打入14球， 进球
数领跑4强球队。卢卡库、德布劳内、
阿扎尔构成魔力十足的锋线三叉

戟，完美的配合不断制造惊喜。已打
入4球的卢卡库，是当仁不让的当红
炸子鸡， 他的进攻力与爆发力对于
球队有多么重要无需多言， 德布劳
内与阿扎尔的表现也堪称惊艳。他
们势必会对法国队三巨头构成不小
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 两队的较量堪
称“最壕对决”。法国队是本届世界
杯身价最高的球队，23名球员的总
身价接近11亿欧元， 比利时23名球
员的总身价也超过7亿欧元。半决赛
11亿欧元与7亿欧元的“欧元大战”，
谁能笑到最后备受关注。

格军对三狮，力拼奇迹
1998年法国世界杯， 首次参赛

的克罗地亚队一鸣惊人斩获季军。
时隔20年后，格子军团在1/4决赛点
球大战中淘汰东道主， 再闯4强。如
果能在半决赛击败英格兰队， 克罗
地亚队就将创造历史最好成绩。

开赛以来， 保持全胜的克罗地
亚队颇有强势回归的姿态， 淘汰赛
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丹麦与俄罗斯
队， 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支在同
届赛事中两次赢得点球大战的球
队。

虽然格子军团总身价只有3.41
亿欧元，在4强中垫底，但是“多点开
花”却让这支“星味”稍显黯淡的球
队更显可贵。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
队已经有8名队员进球，进球人数排
名第二， 仅落后比利时队1人。“魔
笛” 莫德里奇是球队成功的最重要

砝码。在梅西、C罗、内马尔等人相继
出局后， 他甚至成为本届世界杯金
球奖的最热门人选。 能否“梦回
1998”，甚至创造新的奇迹，对于克
罗地亚队而言是个全新的挑战。

继1/8决赛点球大战淘汰哥伦
比亚队、 打破在世界杯赛场逢点球
大战必输的“魔咒”后，三狮军团又
将“克星”瑞典队淘汰出局，时隔28
年重返世界杯4强，看来要彻底摘掉
“三喵”的绰号。

有意思的是， 上一次英格兰队
杀入世界杯4强时，目前队内23人中
有17人还没出生。 眼下这支英格兰
队平均年龄只有26岁， 从亮相俄罗
斯赛场起便展现出蓬勃朝气与快乐
气息。踢着“快乐足球”的英格兰人
一路过关斩将，打破魔咒，跃跃欲试
开启自己的新时代。

哈里·凯恩是英格兰队重臣，
目前他以 6个进球位居射手榜头
名。接下来的闯关，三狮军团期待
凯恩继续保持他的高效率。除了凯
恩领跑外，击败瑞典队战役中马奎
尔与阿里的头球破门也从侧面反
映出球队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英格兰队已在本届世界杯打入11
球，追平该队单届世界杯进球数纪
录。

英格兰队寄望于“足球回家”，
再次享受1966年夺冠时的荣光。半

决赛克罗地亚队是他们的“全新对
手”，此前双方没有交集。对于英格
兰队而言， 自己的打法与对手的传
控型打法互不相克， 只能说各自都
有发挥空间。

� � � �北京时间7月8日凌晨，俄罗斯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法国、比利时、英格兰和克罗
地亚队晋级四强。世界杯历史上，第5次出现欧洲球队包揽四强席位———

欧洲包揽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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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惠芳

世界杯最残酷的事，莫过于罚点球。
比最残酷的事还要残酷的，莫过

于罚两次点球。
点球大战 ， 两支球队像两片树

叶。一片留在枝头，一片被风吹落。

昨夜，俄罗斯就是被风吹落的那
片树叶，很不幸运。克罗地亚很幸运
地留在枝头。

昨夜，不是一次邂逅 ，而是一场
约定。

各自点球淘汰对手的球队，又在
另一场点球大战中相逢。世界杯正在

推进，推进到了这样的场景，推进到
了以点对点、以点带面的剧情。最后
一张四强席位的争夺，注定要在剧烈
的动荡之中完成。

被俄罗斯点球淘汰的西班牙，被
克罗地亚点球淘汰的丹麦，可以隔空
玩一次虚拟的点球大战。

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站在罚球
点前。

克罗地亚再无退路，只能交给轮

盘赌。
一波三折，精疲力竭。一息尚存，

罚球不止。
东道主倒在了罚球点，倒在

了家门口。遗憾地倒下 ，悲壮地
倒下，像一群不屈的勇士。

索契不相信眼泪 ，莫斯科
不相信眼泪 ，俄罗斯不相信眼
泪 。罚失点球 ，没有罚失的是
精气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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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力足校湖南分校
进驻星城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周倜）长
沙贺龙体育中心再添“足球元素”。7月6
日， 长沙贺龙体育中心与富力足球学校
湖南分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暨赛事活动
基地揭牌仪式在长沙举行。 双方将联手
推动长沙在足球青训、 足球赛事等方面
的发展。

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获2014年中超
联赛季军，曾与英超劲旅切尔西合作，打
造足球学校。此后，广州富力又与荷甲劲
旅阿贾克斯合作青训。

据悉，此次牵手湖南，广州富力不但将
在长沙建立足球学校分校， 面向全国招收
培养人才， 还将引入一系列高水平青少年
足球赛事， 助力长沙市足球运动的改革发
展。“足球青训的开展、 足球赛事的引入将
是合作重点， 富力将通过自己最大的努力
为长沙注入足球发展的新力量。”广州富力
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章彬说。

� � � �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王
亮） 记者今天从湖南湘涛华莱足球
俱乐部了解到， 前国脚孙卫将出任
球队新任主教练， 率队征战中乙联
赛。

孙卫是前国脚， 辽宁“十冠
王” 时代的主力中场之一。 退役后
曾担任中国女足助理教练、 中国国
奥队主教练， 先后执教浙江绿城、
江西联盛等俱乐部。 2017年， 孙卫
是中乙球队宁夏山屿海队主帅， 率
队夺得中乙北区常规赛冠军， 不过

在季后赛被黑龙江火山鸣泉队淘
汰， 未能冲甲。

湘涛华莱队表示， 感谢裴恩才
在任职期间的认真执教。 湘涛华莱
队前主帅裴恩才是在联赛第14轮结
束后下课的， 当时球队主场1比1战
平苏州东吴队， 遭遇5连平， 触发
了“五轮不胜即下课” 的合同条
款。

中乙联赛目前进入间歇期， 第
15轮比赛将于7月14日打响， 湘涛
华莱队将客场挑战海南FC队。

前国脚孙卫出任湘涛新主帅

� � � � ▼克罗地亚队
球员莫德里奇在点
球大战中罚中点球。

新华社发

� � � � ▲7月7日，克
罗地亚队球员莫德
里奇（右）与俄罗斯
队球员戈洛文拼
抢。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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