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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才华

� � � � 7月14日、15日，俄罗斯世界杯最后两场比
赛将火热展开。决赛由法国对阵克罗地亚———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7月15日23时 法国VS克罗地亚

法国天时地利人和

群星云集的法国队在晋级之路
上高歌猛进， 淘汰赛都是90分钟内
结束战斗，而且是连克阿根廷、乌拉
圭和比利时三大强敌。 克罗地亚队
则是一路艰难前行， 前两场淘汰赛
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丹麦和俄罗斯队
惊险晋级， 第三场也和英格兰队踢
完了加时赛。三场淘汰赛下来，相当
于多踢了一场比赛。 又因为赛程问
题， 法国队在决赛前也比克罗地亚
队多休息一天。

一路过来，年轻的法国将才华横
溢、天赋异禀展现得淋漓尽致，克罗
地亚则充分发扬了意志力、坚韧等竞
技体育精神。最后一场比赛，堪称是
才华和意志力的对决。

两队的最大争夺点在中场。
“格子军”的莫德里奇、拉基蒂

奇两人配合默契、 组织力强，
法国这边则是博格巴和坎特，
本届世界杯抢断能力最强的
中场组合。莫德里奇、拉基蒂
奇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但也
拳怕少壮， 谁占上风难下定

论。
综合实力、年龄、赛程等多方面

的因素， 法国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问
鼎希望最大。不过足球比赛不乏以弱
胜强的好戏， 谁能捧起大力神杯，是
才华和意志力的双重较量。

除了大力神杯，本场决赛还有关
金球之争。随着梅西、C罗和内马尔的
出局，莫德里奇和姆巴佩被视为今年
金球奖的最大热门，就看谁能举起大
力神杯了。

7月14日22时 比利时VS英格兰

凯恩能否顺利穿金靴
比利时和英格兰的季军之战，像

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法国队
主帅德尚为激励年轻的法国队员，说

“世界杯，人们只会记住赢家，没有人
会记得进入决赛的人。” 大家连亚军
都会忘记，更别提三、四名了。

比赛孰输孰赢关注度不高，外界
唯一好奇的是英格兰队的凯恩和比
利时队的卢卡库之间的金靴之争。

目前凯恩有6球入账， 最有可能
对他形成挑战的是进了4球的卢卡
库。据英国媒体报道，凯恩已主动请
缨参加季军战，他表示自己的身体没
有问题， 他希望在这场比赛中进球，
从而彻底锁定金靴奖。如果能再进一
球，凯恩将成为2002年世界杯以来单

届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
不过，也是因为季军战的关注度

偏低，球员反倒会因为放松而踢出更
具观赏性的比赛，近几届的三、四名
比赛，进球数至少都有三个。目前，比
利时队已经表达了争创历史最佳战
绩的意愿，而英格兰队如果夺得第三
名，也是他们上次夺冠以来的最佳战
绩。

小组赛中，比利时队以1比0小胜

英格兰，不过那场比赛因为两队都已
确定晋级， 双方都对阵容进行了轮
换，那场比赛不能代表两队的真正水
平， 本次季军战才是两队真正的较
量。因此，单从比赛内容和质量来看，
本场比赛未必比决赛差。

得中场者得天下，男女同理
陈惠芳

男刚女柔。足球，男女不可比。
也不一定。得中场者得天下，男足
女足皆是常理。

回头看看。看看男足。
克罗地亚逆转英格兰，靠的就

是中场。
上半场，克罗地亚失势，被英

格兰牵着鼻子走， 是因为中场失
势，前后场脱节。下半场和加时赛，
克罗地亚能连扳两球，是因为控制
了中场，保持了整体的流畅。

来自皇马的莫德里奇与来自
巴萨的拉基蒂奇，号称“世界第一
中场”，不是浪得虚名。“双奇”活，
则中场活，全队活。“双奇”僵，则中
场僵，全队僵。进球在禁区，关键在
中场。克罗地亚胜，胜在中场。

再回头看看。看看女足。
中国男足想洗刷“软脚蟹”的称

号，但无铁证，无信物。中国女足被誉
为“铿锵玫瑰”，几经沉浮，名头犹在。

中国女足曾是一支响当当的
世界劲旅 ， 连夺 1996年奥运会 、
1999年世界杯亚军。高光时刻，“亮
瞎”世界。强在哪里？强在中场。刘
爱玲堪称中场帅才。有了她，女足
如鱼得水。冲锋有孙雯，调度有刘
爱玲，守门有高红。眼下，中国女足
虽不复当年之勇， 也是世界杯常
客。女足7次获得世界杯门票，男足
只有1次。7比1，阴盛阳衰。

看人家的球， 恼自己的火。恼
火的是男足的中场。锋无力，盾不
坚，中场失势，更是大势去矣。任重
道远的男足，“从娃娃抓起”， 也要
从中场抓起。

7月6日，法
国队球员博格巴
在比赛中控球。
(右图)
� � � �本版图片均
为新华社发

7月 11日 ，
克罗地亚队球员
莫德里奇传球。
(左图)

周倜

强烈建议以后运动员们上赛
场前更“长点心”，别再稀里糊涂地
什么都往包里塞了。

“伸伸脚、拉拉手，吃牌估计跑
不掉”， 简单的球场规矩段子君不
多做科普。我们来讲讲“喝错水穿
错衣，下场过去交罚金”的事儿吧。

一场比赛， 球迷们看的是球员
对决，赞助商看的是“自己”，结果这
一看还真看出了事儿。一场1/4决赛
让双方球队都为区区几双袜子买了
单，交了7万瑞士法郎的罚金。

一边是瑞典几位队员糊里糊
涂穿了几双“不一样”的袜子———
颜色虽然与其他人一样，但却不是
FIFA允许穿的品牌， 加之袜子长
度明显过短，也就活该被赞助商们
看到了。搞小动作之前你们倒是先
把“行情”摸清楚啊，起码可以把袜
子扯高一点不是？

一边是英格兰队3名队员穿了
规定品牌的袜子，却又自己“画蛇

添足”， 加穿了其他非官方赞助品
牌的袜子保护脚踝。难怪会被耐克
“捉现行” 了———自己家产的袜子
我会不认识？把别家的东西盖在我
家东西之上又是几个意思？ 别说
了，过来“消下违章”吧。

别看克罗地亚已经昂首挺进
了决赛， 他们也整出不少幺蛾子。
不仅在比赛期间开除了一名球员
一位助教，还因为一口饮料同样背
上7万瑞士法郎罚款。

事情经过大致是球队与丹麦的
比赛中，洛夫伦在休息时喝了口红牛
恰好被转播镜头捉到，此举惹怒了官
方赞助商可口可乐。按照规定，非官
方赞助饮料是绝对禁止出现在赛场
上的，这一口下去“饮”来了一张高价
罚单，真是“喝口水都能塞牙缝”。

这种罚单的开出还是有道理
的，任何一项体育赛事都有在此方
面的严格规定。所以该交的钱就赶
紧交了吧，也别怪他们“眼睛尖”，
你得看看这些“金主”们为了拿下
赞助，砸了多少钱啊。

段子说

摊上事儿的小“道具”

也比意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