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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距离“梦回1998”， 法国队仅一步之
遥。

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 俄罗斯世界
杯半决赛首场较量在法国与比利时之间
展开。凭借乌姆蒂蒂的进球，法国1比0战
胜对手，首先晋级决赛。他们将与英格兰
和克罗地亚的胜者争夺大力神杯。

论身价，本场比赛是本届世界杯最昂
贵的一场，双方球员身价总和高达18亿欧
元左右；论世界排名，比利时现居第三，法
国位列第七。

双方在此之前都被外界猜测是否会

上演“进球大战”，但开赛后能令人明显感
觉到两队的“谨慎程度”。攻防转换相当激
烈，整个上半场双方门将各有神勇，多次
作出神扑救。易边再战，法国掌握主动。第
51分钟，格列兹曼发出角球，乌姆蒂蒂高
高跃起头球破门。

最终这一粒头球，让法国队历史上第
三次昂首踏入世界杯决赛大门。

全场比赛法国队主打防反战术，以密
集的中后场防守成功压缩比利时进攻空
间， 并配以犀利的反击威胁比利时防线。
防守端博格巴与坎特状态在线，尤其是博
格巴全场比赛共送出4次抢断、2次解围，
并保持90%的传球成功率，成为后卫线身

前的有力屏障， 也成为
球队快速反击的关键
点。

一粒进球，再次成
为法国队得以晋级的
“命根”，也成为比利时难言
的遗憾。阿扎尔、德布劳内与卢卡
库组成的“三叉戟”被不断瓦解，处于被
动的比利时逐渐在一次次进攻却一次
次被冻结的尴尬处境中停止了创造球
队历史的步伐。只能感叹欧洲红魔不虚
此行，因为时隔32年再次重返世界杯四
强，已经证明他们多年的探索和努力绝
没浪费。

王者荣耀

周倜

如何做个不油腻的人？答案自然是从上至下、
从里到外都“保持干爽”。

这届世界杯你见过的最“干爽”的人是谁？是
否有女球迷想到了韩国门将赵贤祐？ 毕竟别人可
是扑了90多分钟的球，脸也不油的美男子。

之前小黑也这样想， 但看完法国对阵阿根廷
的比赛后便迅速“粉”上了19岁的姆巴佩。看着他
像闪电一般往前追逐，以干净利落的身手、风驰电
掣般的速度独中三元， 镜头前黝黑的小脸蛋上露
出憨厚的笑，真是清纯！那一晚，这个小伙子一战
成名，圈粉无数。小黑不由扪心自问：“我19岁在干
啥？看看人家的19岁！”

姆巴佩在俄罗斯掀起了属于自己的风暴， 却又
忽然间卷进了自己导演的舆论漩涡。说真的，法国与
乌拉圭、比利时的两场重要比赛，小黑都是奔着这个
男孩儿去的，可是看着看着发现这小家伙变了。

先是在乌拉圭比赛中的场中一倒， 小黑复盘
看了几遍也没想明白到底得有多大的力气才能让
他如此 “痛苦 ”；再是半决赛的最后时刻 ，小家伙
“花式炫技、手抛皮球、拖着不给、惹怒大哥”的一
出戏，让人实在看不懂———比利时的大哥们“慌的
一比”，你这顽皮耍得不正经，也不是时候，吃到黄
牌不说，说好的“偶像人设”估计也瞬间垮了一大
半。

有人说世界杯的每场比赛都是一场豪赌，取
胜就必须全力以赴。有时候球员的一些“小九九”
的确能帮助球队立竿见影地获利。 同时不得不承
认，姆巴佩这样的小王子确实是大家“围攻”的对
象，用点手段给自己镀层保护色无可厚非，更何况
人家真的只是个孩子，“炫炫技法、插插花脚、痞痞
一笑”也是年少轻狂使然。

但请不要忘了这是在全球人瞩目下的世界
杯，一言一行都能被回放、复盘、定格、放大。耍耍
任性、戏耍诸君终究不是个太体面的事。此处小黑
只想套用一句歌词：“简单点，踢球的方式简单点。
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小明星，请剪
掉那些繁冗的情节，那样你会看上去更体面；请回
归你干爽利落的作风，你不该现在就与“油腻”二
字沾边。

小黑 “逗”

保持干爽
不油腻

陈惠芳

比利时0比1输给了法国。无血。内伤。伤势很
重。

一场半决赛，回到了冷兵器时代。
如果将世界杯比喻成登山比赛， 那么半决赛

至少在半山腰以上。半山腰以下，乏力的登山者都
走光了。

爬到半决赛这个高度，望着决赛那个平台，谁
都会两眼放光， 谁都会小心翼翼。“一失足成千古
恨”啊，不能说不恰当。

法国与比利时，短兵相接。
法国主动回缩，伺机反击，像一把弹簧刀。比

利时主动进逼，气势汹汹，像一把小匕首。主动被
动，各有收获。法国收获了射门率，赢了。比利时收
获了控球率，输了。

1比0，微小的胜利。0比1，巨大的失败。绿茵场
上的数学，就是简单的哲学。

没有爆裂的火药，没有臆想的火并，只有弹簧
刀与小匕首，也分出了一个“你死我活”。

冷兵器，
弹簧刀制服小匕首

平心论 定
位
球
的
盛
宴

苏原平

当西班牙、德国、阿根廷、巴西等奉行传
控至上的球队无一例外地倒在俄罗斯绿茵
场上时，当人们惊呼是谁杀死了华丽优雅的
传控足球时，本届世界杯第二年轻的法国队
在“欧洲红魔”面前全线收缩，最终利用角球
机会顶开了通往巅峰之战的大门。

被挡在决赛之外，比利时“黄金一代”
的脸上写满了不甘。因为他们正是通过定
位球攻陷五星巴西，却被法国以相同的方
式击败。

有人说， 这是一届属于定位球的世界
杯。据统计，截至第一场半决赛，本届世界
杯共产生158粒进球，其中69粒是通过定位
球打进的，突破了四成。32强中，仅塞内加
尔和秘鲁没有通过定位球完成破门。

对于球员来说，4年一届的世界杯太珍贵，
稍有疏忽就可能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里错过机

会。因此，稳固防守成为各支球队的第一要务，
多数主帅青睐坚定的防守反击以及定位球战
术。德国、西班牙传控足球在“大巴阵”前只开
花不结果的局面，本届世界杯屡见不鲜。

无论是1比0击败德国的墨西哥， 还是
淘汰西班牙的俄罗斯， 都是在整体实力明
显逊于对手的情况下， 依靠防守反击战术
获胜。尤其是俄西大战，俄罗斯在自摆乌龙
的不利情况下， 由高中锋久巴制造点球扳
平比分， 最终在点球大战中淘汰控球率超
过70%的斗牛士，实现历史性突破。

是的，不仅期待创造奇迹的“黑马”喜
欢防守反击，夺冠热门法国也在与阿根廷、
比利时的比赛中主动收缩， 虽然场面上看
似被动， 但通过防守反击为姆巴佩等 “快
马”留出快速反击的空间，创造不少射门机
会，并依靠定位球解决战斗。

本届世界杯， 强队破密集防守利用定
位球，“黑马”以弱胜强利用定位球，实力均
衡打破僵局同样利用定位球， 定位球配合
已成为决定比赛走势的大杀器和胜负手。

定位球的盛宴， 也折射出了世界足球
新一轮战术风潮的走向。

图为法国队球员乌姆蒂蒂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周倜

8场平局的确不满意

在6月30日第14轮主场1比1与苏州东
吴握手言和后， 湘涛华莱队跌出了南区前
4，具体战绩为4胜8平2负积20分，排名第
6，落后第3的深圳雷曼仅有1分，但领先第7

的四川九牛也只有2分。
14轮的比赛只有2场失利， 但多达8场

的平局实在刺眼。也正是在第14轮结束，球
队遭遇5连平后，裴恩才因为“5轮不胜”触
发合同条款，正式下课。

湘涛华莱队总经理许国才表示：“裴指
导工作敬业，我对他是认可的。但那么多场
平局，很不应该。目前的战绩和排名，俱乐

部也的确不满意。”许国才认为，裴恩才是
个好教练，但可能不适合湘涛华莱队。

8场平局，有的是久攻不下0比0收场，也
有先领先后被扳平的， 比如主场在几乎全场
领先的局面下，最后被南通支云3比3逼平。那
场比赛上演帽子戏法的张浩说：“一些比赛，
球员的心理压力比较大，有些想赢怕输。”

对于裴恩才的中途下课以及球队目前
的排名，“红辣椒北看台” 球迷戴拿表示，
“裴恩才以前能带领武汉队、江苏队完成冲
超，肯定是有能力的。比起去年同期球队仅
排名南区第八，距离前四的差距达8、9分之
多，现在的成绩无疑进步了，我们保留了竞
争前4的希望。但有些比赛很遗憾，尤其是
面对弱队失分太多， 如果平局我们都拿下
了，湘涛的积分不会比四川队少多少。”

冲甲的目标不会改变

6月30日第14轮比赛结束后，中乙联赛

进入间歇期，湘涛华莱队没有耽误时间，在
7月7日宣布与前国脚孙卫签约， 继续征战
接下来的中乙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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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后任教
浙江绿城、 江西联盛等职业俱乐部。2017
年， 孙卫是中乙球队宁夏山屿海队的主
帅， 并率领球队夺得中乙北区常规赛冠
军，不过球队在季后赛被黑龙江火山鸣泉
淘汰。

中途换帅，球队又要重新磨合，但许国
才表示：“中途换帅， 但球队本赛季冲甲的
目标不会改变。”

打入7球的球员庄佳杰认为：“球队现
在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这需要球员拿出更
高的职业素养， 特别是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他看来，球队一定会有新的面貌，不过这
需要建立在大家齐心协力、 每个人都做好
自己的前提之上。

目前， 孙卫已抵达基地展开训练，7月
14日，湘涛华莱队将奔赴海口，客场挑战海
南FC队。

另据7月11日最新消息，沈阳东进和合
肥桂冠因为欠薪问题被中国足协取消了注
册资格，对中乙各球队的积分、排名和接下
来的对阵将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冲甲目标不变

7月14日，2018赛季中乙联赛第15轮将展开，湖南湘涛华
莱将迎来换帅后的首秀，虽然半程换帅，但俱乐部表示———

6月9日， 益阳奥林
匹克中心，湖南湘涛华莱队
主场迎战四川九牛队，图为

湖南湘涛华莱队队员庄佳杰
（红）在比赛中。（资料图片）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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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之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