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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码一：
“防守孱弱，难成大器”
防守孱弱， 是人们对阿根廷队的

一致评价。
小组赛， 阿根廷队的防守遭到口

诛笔伐。波黑、尼日利亚，甚至伊朗队
都曾让阿根廷门前风声鹤唳。

但与荷兰队的半决赛战罢， 人们
突然发现， 阿根廷队是防守最成功的
球队之一。小组赛只丢3球，淘汰赛一
球未失。看看以进攻为特色的荷兰队，
在阿根廷队牛皮糖似的防守面前，竟
然无计可施。

罗梅罗是阿根廷队最被忽视的门
将，大家一直在讨论奥乔亚、诺伊尔、詹
姆斯，忘记这位失球最少的门将。与荷兰
队的点球大战， 他有如神助般扑出荷兰
人两个点球， 几乎凭一己之力帮助阿根
廷队时隔24年再次闯入决赛。

阿根廷队没有防守的传统，但他们
能够直面不足，从主帅萨维利亚到球员，
一直在改善缺陷，最终大获丰收。以进攻
著称的阿根廷队， 踢出了本届世界杯的
最佳防守，他们“欺骗”了所有人。

戏码二：
“团队疲软，只靠梅西”
小组赛战罢，梅西独进4球，3次拯

救球队于水火之中。 外界认为，“阿根
廷队只靠梅西。”

事实果真如此？
淘汰赛， 先是迪马利亚接梅西传

球绝杀瑞士队，对阵比利时队，伊瓜因
凌空抽射攻入全场唯一进球。 与荷兰
队的生死大战， 阿根廷队的八卦阵让

“飞翔的荷兰人”陷入泥潭，寸步难行，
最终习惯性倒在点球大战。

实际上，梅西作为球队的进攻核心，
在阿根廷队拥有不防守特权， 加大了其
他球员的防守任务， 客观上造成进攻火
力下降。与其说阿根廷队进攻靠梅西，不
如说阿根廷队分工得当。

大家都以为掐住了梅西就能战胜
阿根廷队， 阿根廷队恰恰依靠整体力
量闯入了决赛。

戏码三：
“目标4强，内忧外患”
都说萨维利亚是个“老好人”，其

实他是最大的“阴谋家”。
本届世界杯前， 萨维利亚说：“我

们的目标是超越上届， 闯入4强。”对

此，阿根廷媒体“恨铁不成钢”。
小组赛，阿根廷队进攻疲软、梅西

闪耀，有关萨维利亚被梅西架空的消息
不胫而走，阿根廷队似乎陷入内忧外患
之中。但萨维利亚一边顺应民意，将532
阵型调整为433，一边继续强调防守理
念，同时打马虎眼，向外界表示“梅西是
球队之光”。最终，阿根廷队有惊无险闯
入决赛。倒是“为内马尔而战”、众志成
城的巴西队被德国队打成筛子。

进入决赛， 萨维利亚依然“示弱”：
“和德国队对阵难度很大，我们在半决赛
中状态差别太大，他们总是难以征服。”

中国民间俗语云： “命中只有八斗米， 走遍天下不满
升。” 这话放到足球场上， 似乎就是专说荷兰的。

7月10日凌晨， 在离冠军咫尺之遥的地方， 他们又一次
倒下了。

什么是 “命”？ 就是同样的事情总是不断地重复发生，
于是偶然成了必然。

说起荷兰足球的命运， 简直就是一首悲怆奏鸣曲， 简
直可以长歌当哭了。

他们没有冠军相吗？ 有！ 上世纪70年代克鲁伊夫时代，
荷兰的全攻全守倾倒全球， “无冕之王” 的封号由此而生。
从那以来， 荷兰足球就是攻势足球、 漂亮足球、 艺术足球的
代表， 这个人口小国江山代有才人出， 从 “三剑客” 到冰王
子博格坎普， 再到现在的小飞侠罗本， 个个都是同时代世界
足坛的标志性人物。 从那以来， 几乎每届世界杯， 橙衣军团
都是一支具备问鼎实力的劲旅。

他们没有冠军心吗？ 有！ 单从荷兰球迷掀起的席卷世
界各地的橙色风暴中，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最高荣耀
的那份激情和渴望。

这一次， 他们各方面更是做到了近乎完美。 过去， 荷兰
足球或死于内讧， 或死于攻强守弱的过分华丽。 而现在， 他
们队内空前团结， 他们的中后场固若金汤。 甚至， 他们以一
切为了胜利为目标， 冒着球迷的 “口水” 毅然舍弃了浪漫主
义， 采用了现实主义乃至实用主义。 然而， 他们还是迈不过
命运这道坎。

他们再一次死于点球。
点球很残酷， 但对这个晚上荷阿两队同样优秀得无可

挑剔的表现来说， 这是最公平的裁决。
令人不解的是， 范加尔教练上一场对哥斯达黎加时取

得奇效的换门将战术， 这一场为什么不再用了呢？ 也许还
是只有一个字可以解释： 命！

阿根廷人赢了， 阿根廷人哭了， 场内场边一大群男人
喜极而泣， 泪雨纷飞。

荷兰人输了， 但荷兰人没有哭， 至少罗本、 范佩西没
有哭。 也许在他们内心， 他们淡定坦然地
接受了命运。 只是， 罗本赛后微笑着走向
场边， 去安慰他哭成了小泪人的小儿子卢
卡的这一幕， 还是有些令人心酸。

就这样接受命运 ,永远做无冕之王吧。
你们的高贵华丽， 你们的率性激情， 永远
是绿茵场上一道令人心醉神迷的风景； 你
们的才华和技艺永远令球迷和同行心折和
尊敬。 这就够了。

又是点球大战。又是均势中的“轮盘赌”。谁是幸运的“赌
神”？

“风卷残云”的战役还在打扫战场，巴西还沉浸在被德国
痛击的悲伤之中，另外一场“要命”的战役打响。阿根廷对决
荷兰，梅西对决罗本。

还会出现“惨剧”吗？火力强劲的超级军团，具备杀个血
湖血海的条件。熬夜看球、牺牲睡眠的球迷，希望看到大开
大合的悲壮场面。跟了这么久，球迷也不容易。

但，阿根廷与荷兰都说“不”。前车之鉴啊。“自不量力”的
巴西采取“飞蛾扑火”的方式，舍命地进攻，防线如同虚设，结
果被“烧焦”。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吗？这一“教条”失效了。稳扎稳打，不
露破绽。宁愿不进球，也不让对方进球。阿荷之战就这样僵
持了，僵硬了。90分钟，120分钟。颗粒无收。失望的是球迷。如
果直接罚点球多好，省得浪费时间。但球队可以交差了。120
分钟的“不死鸟”，“赌”一把就“死”。

就个人的意愿，希望荷兰逃过这一劫。“千年老二”也要
拿回冠军了。

真是苦命啊。阿根廷运气好。梅西之“梅”不开，又开了一
朵“梅”。罗梅罗一夫当关，“两夫”莫开。弗拉尔和斯内德成了
荷兰的“倒霉蛋”。24年再进决赛的阿根廷，要为南美兄弟“报
仇”———尽管绿茵场上，与巴西“不共戴天”。

足球是游戏，也是“赌局”。点球大战，远在天边近在眼
前。苦苦相逼的阿根廷与德国，说不定也会走到这一步。

认命
杨又华

谁是“赌神”
陈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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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盘龙大观园
一花一世界，一境一乾坤

湖南盘龙集团
电话：0731-55277777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王亮 ） 今天凌
晨进行的阿根廷与荷兰队的半决赛中， 5名
中国球童出现在球场上， 其中有一位来自长
沙， 他是10岁的颜其麦。

进场仪式中， 颜其麦与荷兰队2号球员
弗拉尔手牵手走进了圣保罗的科林蒂安球
场。 进场前， 颜其麦对弗拉尔说： “good�
job （好运）。” 弗拉尔则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颜其麦的母亲岳霞告诉记者： “进场仪
式结束后， 颜其麦就给我打了电话， 问我有
没有在电视里看见他。” 据介绍， 颜其麦最
喜欢的球星是梅西， 可惜没能与梅西牵手，
但能出现在世界杯半决赛赛场， 感受世界杯
的魅力， 并与众多球星近距离接触， 他告诉
妈妈“已经很幸福了”。

据了解， 家住星沙的颜其麦在今年3月
份参加了一个世界杯赞助商的球童选拔活
动， 从华中赛区脱颖而出， 获得这个宝贵而
又幸运的资格， 整个中国只有6个小朋友入
选。 半决赛已经亮相了5个中国小朋友， 还
有一个小朋友将出现在决赛赛场。

岳霞介绍， 颜其麦将于12日启程返回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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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外界更看好巴西、 德国、 荷兰队时， 阿根廷
人已经不声不响闯入决赛———

本报记者 王亮

长沙伢子亮相阿荷大战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183 7 7 4
排列 5 14183 7 7 4 9 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没牵到梅西，
但也很幸福”

巴西在半决赛的惨败， 无疑为随
后出场的荷兰与阿根廷树立了一面镜
子。巴西人像莽汉上场出拳便打，本想
先发制人，没想到反被对手抓住破绽，
被一记七伤拳轻轻撂倒，惨败而归。

古人云，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 ；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荷兰与阿根廷
反复照镜子，挖根源，定措施，抓整改。
到两军对阵时， 各自祭出一把功利主
义桃木剑， 以首先确保不丢球为至上
理念，能不进攻就绝不攻出去，宁可拖
到点球大战也不使出撒手锏。

在这场从一开始就以点球大战为
目标的比赛中，双方小心翼翼，瞻前顾
后，大部分时间在中场胶着，没有出现
哪怕一次防守反击的进攻。 梅西直到

第40分钟才有第一次突破， 罗本上半
场触球仅6次。这两位本届世界杯突入
禁区次数最多的球员， 半决赛基本与
禁区绝缘。

在数万名观众的嘘声中， 阿荷携
手走进点球大战。4天前“神奇板凳”克
鲁尔扑出两粒点球的相似一幕再次上
演，但倒下的却是荷兰。36年前被阿根
廷人阻击而与金杯擦肩而过， 这一次
荷兰人又没能迈过这道坎。

难道，这就是宿命？早知道互射点
球会输，何苦当初缩手缩脚？早知道这
样的结局， 为何不倾巢出动？ 前车之
鉴，让荷兰人丧失了冒险精神，丢掉了
放手一搏的勇气。

巴西是面镜子。对于心无斗志、心
存侥幸的荷兰、阿根廷来说，再好的镜
子都是一面空镜子。空镜子照出的，只

有自己的怯弱和平庸，丑陋与功利。
曾经， 荷兰人因全攻全守而 “飞

翔”，潘帕斯雄鹰因志存高远而翱翔九
天。当郁金香由唯美转向功利，当探戈
军团由激情转为平淡， 他们拿什么去
实现几代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更何况，
功利主义实际上束缚了他们的攻势足
球传统与优势， 侵蚀了他们与生俱来
的激情与天赋。丢掉了攻势足球，丧失
了冒险精神 ，沦陷了理想主义 ，荷兰 、
阿根廷的功利主义又能为世界足坛带
来什么样的影响？

丢弃自己的特
点 ， 折掉冲天的翅
膀，冀望互射点球的
赌博方式登顶世界
之巅 ， 无疑是水中
月，镜中花。

空镜子照出的
那个功利丑陋的足
球，注定遭人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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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圣保罗7月9日电 经过
一场120分钟的鏖战， 最后点球大战2
比4不敌阿根廷队， 荷兰队主帅范加
尔9日在巴西世界杯半决赛结束后表
示， 后悔没有派擅长扑点球的门将克
鲁尔上场。

赛后， 步入新闻发布厅的范加尔
一脸严肃。 当国际足联新闻官让他评

价一下球队当天表现时， 范加尔板着
脸就说了两句话： “我们整个比赛都
踢得很好。 点球输了很受伤。”

半场结束后， 范加尔用扬马特换
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因迪。 第62分
钟， 范加尔又用克拉西换下了德容。
加时赛开始不久， 他用亨特拉尔换下
了范佩西， 并没有派扑点球专家克鲁

尔上场。 3次换人成为赛后记者们追
问的焦点。

范加尔说： “如果我还有机会派
克鲁尔上场， 我会的。 但可惜的是，
当时我已经用完3个换人名额。 换下
因迪是因为他有黄牌， 这让我们防守
上会很被动。 德容的身体状况不允许
他继续这么高强度的比赛。”

后悔没派上克鲁尔范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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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 阿根廷队球员赛后庆祝胜利， 一旁的荷兰队守门员希尔森则失意地跪在大门前。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