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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四射
三个女人一场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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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瑞士争夺头名
“目前这支法国队空前地团结。”

正如主帅德尚所言，在巴西粉墨登场
的这支法国队向人们展现了耳目一新
的面貌———虽不算完美，但高卢雄鸡
最终还是在弱旅洪都拉斯身上净赚3
球，全取3分，为他们本届世界杯征程
开响了头炮。

21日凌晨，高卢之矛将指向他们的
第2个小组对手“十字军团”瑞士队，首
战均取得胜利的两队将为头名身份而
展开厮杀。预测，本泽马有望再次立功，
而矛锋盾坚的法国队或将以1球小胜。

诚然，作为该组的种子队，瑞士的
实力并不比法国弱多少，只可惜，他们
少了个“本泽马”。小组赛第一场，十字
军团与厄瓜多尔交战，双方场面十分
胶着，瑞士队攻势不少，效率却不高。
好在最后时刻“十字军”受到了幸运女
神的眷顾，在补时阶段攻入绝杀1球，
才艰难拿下3分。

没有了里贝里的高卢雄鸡却在首
战中成就了本泽马。 这个长相俊俏、身
材完美的男人在比赛中独中两元、并制
造了对手一个“乌龙球”，成为当场最抢
眼的球星。不过，大胜洪都拉斯这样的
弱旅，并不能提供太多参考价值。面对
瑞士队， 以防守起家的德尚所打造的

“马其诺防线”才迎来真正的考验。

蓝衣军团拒绝“爆冷”
死有各种死法，有的悲壮，有的窝

囊，有的可怜。D组是名符其实的死亡
之组，但到底是怎么个死法？当大家都
盯着意大利、 英格兰和乌拉圭这3家
时，谁也没有想到，一上来哥斯达黎加
先告诉人们：“嘿嘿， 我瞧瞧你们怎么
个死法”。

首轮，哥斯达黎加3比1爆冷击败
乌拉圭， 意大利2比1战胜英格兰，原
本就号称“最死亡”的D组，已陷入天
下大乱的局势。

“哥斯达黎加的首场比赛组织得
很好，但我无所畏惧，其他球队应该害
怕意大利。”英意大战中，打入制胜1球

的意大利前锋巴洛特利绝不愿重蹈乌
拉圭的“覆辙”。

但不得不承认，哥斯达黎加首战能
够击败乌拉圭，并不是靠运气，他们在
比赛中展现了清晰的传接球、有序的防
守、不错的把握机会能力。所以，蓝衣军
团这一仗必须做好迎接困难的准备，提
防自己“遇弱则弱”的老毛病。小蔡预
测，“艺术大师”皮尔洛将继续主导意大
利的整体走势， 而巴洛特利在巴西的
“神奇之旅”也才刚刚开始，他灵机一动
的攻门或将为球队再次赢得胜利。

早晨进行的是洪都拉斯对阵厄瓜
多尔的比赛，后者实力占优，轻取中北
美“鱼腩”将不在话下，看好赢2到3球。

蔡矜宜

惨西西！一个“西”是西班牙，另一个“西”是卡西利亚斯。
西班牙之悲惨。
西班牙在这届世界杯上完全没了斗牛士的风采， 毫无默

契，毫无血性，毫无激情……你可以说是因为他们老了，你可
以说他们是被头上的光环压得太久了， 你也可以说他们的打
法OUT了，但无论如何，世界杯上少了这支队伍，总会让人内
心变得不平静，甚至感到一丝惆怅与缺失。

雨果曾在《悲惨世界》里说，“一个符合进步的胜利值得人
民鼓掌，但一个英勇的失败更应该得到人民的同情。”真的勇
士，敢于直面接踵而至的打击，敢于正视淋漓的惨败。对于西
班牙球迷而言，比赛已经结束了，他们将一如既往地陪伴着自
己的斗牛士，一起平复伤痛，一起振作起来。

卡西之凄惨。
作为球队的队长， 卡西利亚斯在180分钟内被7个球洞穿

十指。33岁的“圣卡西”或许真的难回巅峰，但他在巴西的这一
跤实在摔得太重， 以至于在本届世界杯上他留下的只剩一个
落寞的背影。

支持一个球队，如同谈一场恋爱，需要一同享受掌声、历
经苦难，才不会辜负在伤痛中成长的力量。我宁可相信，如此
的同喜同悲，这般的静默守候，会让挫败的心灵看到温暖的归
程。世事无常、岁月无痕，人生的绿茵场，当记忆的风吹开未
来，心中的斗牛士依旧是一道旖旎的风景。

谭云东

对于西班牙的出局，在我看来，用谢幕、坍塌 、终结等字
眼，显得过于沉重。

我只当它是一杯变了味的鸡尾酒。这杯酒，里面掺杂了诺坎
普的蓝，卡尔德隆的红，伯纳乌的白。看似醇美，实则苦涩。

很多人认为，西班牙的失败，在于主帅博斯克和哈维们对
于传控打法近乎偏执的坚持。

我认为，这次失败，恰恰在于变革。在连创辉煌后，西班牙人
已经意识到传控打法对于人员配置苛刻的要求。 去年联合会杯
决赛0比3完败于巴西队，坚定了博斯克进行变革的决心。

他用心良苦的当起调酒师，试图将蓝、白、红代表三种不
同足球风格的元素融在一起，调制成一杯美味的鸡尾酒。横扫
西甲的科斯塔，是典型的马竞元素，卡西、拉莫斯和阿隆索组
成的防守中轴来自皇马，巴萨体系的布斯克兹、小白、哈维负
责衔接中前场。

博斯克没有错，为什么？这些都是西班牙乃至当今世界足
坛最好的元素，今年欧冠，皇马、马竞会师决赛，科斯塔、拉莫
斯、小白们的状态依旧大杀四方。

但调制过程的艰难，让博斯克始料未及，1比5惨败于荷兰
后，他内心开始“左右互博”，十分挣扎。一方面，以小白为蓝色
班底的中前场依旧顽固地坚持传控， 但人员配置难以达到巅
峰期的传球速度和拼抢效率，攻防两端力不从心。一方面，科
斯塔、科凯等马竞红色元素，在现有的打法体系中完全找不到
节奏。而中卫马丁内斯、皮克的取舍，中前场哈维、比利亚、小
法等人员的搭配，也让他煞费苦心。

融合，本是为产生美妙的化学效应，但在博斯克的前思后想
中，在球员们战术执行的左右摇摆中，这杯看似美妙的鸡尾酒终
究变了味，苦涩得难以下咽。融合变成了混搭。混合，白搭。

“他那样的贵族，矛架上有一
支长矛，还有一面皮盾、一匹瘦马
和一只猎兔狗。” 这是西班牙巨著
《唐·吉诃德》的经典开场白。身为
世界足坛的贵族，博斯克和他的弟
子们头顶光环，有引领世界潮流的
技战术，有齐整的配置，但恰恰没
有唐·吉诃德式的执行力及战斗的
欲望。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主持 蔡矜宜

足球是圆的。 上一届的冠军，成
为这一届第一支出局的队伍。 西班
牙，成为这一天所有人一提起就会感
到心痛的3个字。 女人们从来都不会
关心什么4231，什么无锋阵型……在
她们眼里，足球变得很纯粹。她们会
静静等待斗牛士的回归……

雪晴（大学生）：如果皇马的欧冠
要用世界杯的颓靡来换，我宁愿拿不
到。希望斗牛士们都能走出来，你们的
后辈能走得更好。不管5比1也好，2比0
也罢，我都只爱西班牙和皇马，不用全
盘否定，没有罪人，好好休息吧，要不
了多久，斗牛士又会“牛”起来！

志姐（酒吧经营者）：虽然我谈不
上是西班牙的球迷，但是看到“一代王
者”这样落魄的出局心里还是很不舒
服。酒吧里有客人为这场球争得面红

耳赤，甚至喝得酩酊大醉，这就是竞技
场上的残酷， 但我觉得西班牙会回来
的！4年后，我们俄罗斯见！

石钏（钢琴老师）：看着卡西、拉莫
斯、伊涅斯塔神情黯然地离场，我的心
也碎了一地。作为卫冕冠军，他们的确
是输得一塌糊涂；但作为普通人，他们
太累了，身心都疲惫不堪。斗牛士，累
了就歇会儿吧，跟家人一起去度假，好
好享受一下生活……然后， 我们等你
们回来！

２０14年6月2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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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矜宜

�狂欢焦点
北京时间： 21日03:00
对阵： 瑞士VS法国
预测结果： 法国小胜

21日00:00
21日06:00

北京时间 对阵 预测结果
意大利小胜
厄瓜多尔胜

意大利VS哥斯达黎加
洪都拉斯VS厄瓜多尔

变了味的鸡尾酒

惨西西

斗牛士，等你们回来！

� 首场比赛独中两元的本泽马不仅帮助法国队取
得开门红，同时使球队上下士气大增。 新华社发

荷兰智利携手出线
克罗地亚送“非洲雄狮”回家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上一轮5比1屠
杀西班牙的荷兰队险些被澳大利亚队拿下， 但
最终3比2实现逆转， 与智利队一道成为本届杯
赛最先小组出线的两支球队。 揭幕战不敌东道
主的克罗地亚队以4比0完胜喀麦隆队。 出征
巴西前为奖金要挟罢赛的“非洲雄狮” 如今又
在场上内讧， 输球又输人。

A组战罢两轮， 巴西和墨西哥队同积4分，
克罗地亚队积3分， 喀麦隆队两战皆败已确定
出局。 克罗地亚队小组赛最后一轮只有战胜墨
西哥队， 方可晋级16强淘汰赛。 喀麦隆队最后
与东道主巴西队的比赛只得为荣誉而战。 ◎责任编辑 蔡矜宜◎

十字盾VS高卢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