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心论
苏原平

3场淘汰赛， 全部打满120分钟，两
度经历残酷的点球大战。淘汰北欧劲旅
丹麦和东道主俄罗斯，挡住英格兰的青
春风暴，格子军团与法国会师世界杯决
赛 。没有一颗 “大心脏 ”，克罗地亚人不
可能创造历史。

小组赛顺风顺水的格子军团，进入
淘汰赛却跌宕起伏 ， 每一场都是逆风
球。面对丹麦，他们开场1分钟就被攻破
城池；遭遇北极熊 ，切里舍夫石破天惊
的世界波让他们再度处于被动；对决英
格兰， 开场5分钟就被一记任意球洞穿
城门。

几乎每一次人们认为克罗地亚气
数已尽时 ，他们总能够逆转局势 ，化险
为夷。曼朱基奇在丹麦人进球3分钟后，
闪电扳平比分；克拉马里奇让东道主的
狂欢维持了8分钟，就戛然而止；佩里西
奇的一脚怒射，将三狮军团几乎到手的
胜利化为乌有。

比起对阵巴西采用防守
反击踢法的比利时 、对
垒 比 利 时 采 用 实

用主义踢法的法国 ， 克罗地亚始终逆
着 “潮流 ”，按照自己信仰的攻势足球
风格去比赛 ， 他们的信仰多么的坚定
而纯粹 。

面对幼狮的凶猛和撕咬， 平均年龄
29.5岁的格子军团并没有被这群90后的
冲击所吓倒。“魔笛” 莫德里奇积极回撤
拉开空当， 用美妙的盘带和清晰的梳理
激活了克罗地亚的攻势， 曼妙而致命的
音符压制了幼狮的气场。 格子军团编织
的天罗地网，将他们锁死。更恐怖的是，10
天内连续打满两个120分钟加时赛和点
球大战的格子军团， 半决赛直到加时赛
也没人愿被替换下场！他们从不放弃，即
使体能到达极限， 即使对手拥有风驰电
掣的反击速度， 他们总能凭借钢铁意志
让对手无功而返。在他们身上，展现的是
经验、耐心和拼搏至死的血性。

他们的 “大心脏 ”还表现在令人窒
息的点球大战。两次在点球大战最后一
个走上罚球点的拉基蒂奇，以极其冷静
的推射，两度将对手“点杀”。

闯进决赛的克罗地亚 ， 已经超越
“98黄金一代”的辉煌。经历了腥风血雨
的洗礼 ，这支拥有 “大心脏 ”的格子军

团 ，将带着攻势足球的梦想 ，创造
属于他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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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超燃！ 在俄罗斯赛场上第三次进入
加时赛的克罗地亚人， 彻底打开了创造
球队新历史的大门。“梦回1998”？这次他
们将创造比季军更傲人的成绩！

北京时间7月12日凌晨，俄罗斯世界
杯半决赛收官。 克罗地亚在开局落后的
逆境中，下半场扳平比分，加时阶段凭借
曼朱基奇的一粒制胜球，2比1淘汰英格
兰，将与法国队会师决赛。

当比赛第5分钟，特里皮尔用一道美
丽的弧线轰开了克罗地亚的大门时，不
知有多少人开始期待一场真正酣畅的
“快乐足球”了。三狮军团在开局展示出
的能量令人惊艳。

过去两场淘汰赛分别对阵丹麦和俄
罗斯，“加时＋点球”的“固定搭配”让克罗
地亚人的体力消耗不少。 本场比赛开始
后，格子军团的进攻节奏并未像前几场那
般猛烈，场面上也显得被动。进入下半场
后，克罗地亚人开始与“快乐足球”抗争，
擅长的传控也被逐渐激活。 第68分钟，佩
里西奇接到传中抢射破网，这一脚，让克
罗地亚在场上踢得越发从容，渐渐让三狮
军团的一众小将开始慌乱。此后双方均无
建树，克罗地亚进入了他们本届世界杯第
三场加时赛。

或许克罗地亚人已经“习惯
了”加时，他们用“斗志”弥补着
体能的劣势。 加时阶段，32岁的
莫德里奇出现了带球失误，但他

随即飞快起身后的一记干净铲球破坏了
对手的反攻；29岁的佩里西奇在加时赛下
半场开球时向看台球迷示意齐声欢呼，点
燃全队斗志， 并在最后关头献上最美妙的
助攻———他的头球摆渡让曼朱基奇抓住机
会，彻底打通了格子军团去往决赛的路。

能挺进决赛， 克罗地亚创造了队伍
新历史。1998年拿到季军的格子军团，20
年后站上了更高的舞台，那首《克罗地亚
狂想曲》，真的奏响了。

在俄罗斯赛场上踢着“快乐足球”的
英格兰人难掩失望，可这一路走来，他们

把每场球都踢得热热闹闹， 幼狮们
让无数人看到了他们的能量与成
长。虽有遗憾，但这才是年轻该有的
样貌。

王者荣耀 攻无不克

“大心脏”

克星闪耀，
魔笛风靡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7月12日，2018年湖南省单板滑雪跨界跨
项跨季选材测试工作在长沙启动，178名运动
员参与测试。 省体育局副局长熊倪接受采访
表示：“湖南人灵活灵巧， 适合从事技巧性的
冰雪项目。”

为发掘和培养单板滑雪项目优秀运动员，
积极备战2022年冬奥会， 国家体育总局于6月
29日启动单板滑雪跨界跨项跨季选材工作，面
向全国高校、中学、体校、俱乐部等方面，重点
从轮滑、武术、杂技、技巧、体操等项目，选拔国
家单板滑雪集训队队员，人数为500人。

省体育局十分重视本次选材工作， 经广
泛宣传和发动，共有582人参加海选，初步选
拔后， 来自12个市州、7个体育协会、5个运动
项目管理中心的178名运动员脱颖而出，将参
加本次省级测试。

考官王佳锦介绍， 本次省级测试将进行
四百米跑、一分钟跳箱、引体向上、20米折返
跑、 单腿深蹲以及单脚稳定性跳远6项测试，
同时还将由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对运动员的肌
肉、心率等身心素质进行测试。

12日的测试现场， 来自省田径队的李盈
在“一分钟跳箱子”项目中表现上佳，一分钟
的时间里，她没有任何停顿，速率也相当快。
李盈告诉记者：“这次选拔是教练通知的，队
里一共有5人参加。虽然对单板滑雪几乎没有
了解，但还是想试一试。”

冰雪运动在南方群众基础薄弱， 场地也
相对受限， 我省能发掘出适合冬季项目的运
动员吗？

熊倪认为：“湖南人是适合进行冰雪运动
的，湖南人很灵活、灵巧，符合一些技巧性冰雪
项目的特点和要求。现在省内的冰场、雪场越
来越多，冰雪运动发展的基础越来越好。”

熊倪也表示， 本次单板滑雪跨界跨项跨
季选材既是一次人才选拔， 也是一次冰雪项
目的普及和推广， 尤其是让南方省份的孩子
有机会走近并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据了解，根据测试成绩，省体育局计划推
荐20至30人参加国家集训队测试。

省单板滑雪选材测试工作启动
“湖南人适合从事
技巧性冰雪项目”

“此刻，我们当然感到输球
带来的伤痛。 更衣室里现在大
家也都非常难过。 但我将要说
的是， 我对这一批球员非常自
豪， 他们真的在进步。 而且我
想，英格兰球迷对他们的评价，
与两年前相比 （欧锦赛不敌冰
岛），一定是积极的。接下来，这
届大赛许多积极的表现和经
验 ， 将是他们继续进步的动
力。”

———英格兰队主帅索斯盖特

“我们球员的表现展现了
他们的精神力量。 我比赛中一
度想做出换人调整， 但没有一
个人想被换下， 每个人都在不
停对我说，‘我准备好了， 我可
以继续奔跑下去’。而当我在考
虑做出更换时（加时赛），没有
人说自己加时赛打不了， 没有
人想被换下， 这展现了他们的
性格和精神，让我自豪。克罗地
亚，没有一个人放弃”。

———克罗地亚队主帅达利奇
（均据新华社电）

陈惠芳

克罗地亚赢了！克罗地亚杀进决赛了！克
罗地亚创造奇迹了！克罗地亚创造历史了！

我大吼一声，然后，没心没肺地笑了。
这个夜晚真的爽。这个夜晚熬得值。
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可以考虑命名

一颗“克罗地亚星”。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克
星”。克星！克掉了丹麦，进八强。克掉了俄
罗斯，进四强。克掉了英格兰，进决赛。

克罗地亚走到这一步，容易吗？比谁都
不容易。连打3个加时赛，连闯3关，消耗巨大。
心力交瘁，却迸发惊人的能量。格外卖力的
“格子军团”，博得上苍格外的眷顾。克罗地
亚一举粉碎了传说中的“英法会战”，一举打
破了传统豪强“瓜分”世界杯冠军的格局。

克星闪耀 ，魔笛风靡 。克法 ，克罗地
亚会克掉法国，刷新世界杯版图吗？

50岁的达沃·苏克，笑了吗？他“可以
拉小提琴的左腿”感染魔笛的和声了吗？
1998年， 克罗地亚夺得世界杯第3名，靠
的就是“五虎将”苏克、博班、普罗辛内茨
基、博克西奇、贾尔尼。

20年，弹指一挥间。克罗地亚再现“黄金
一代”。克罗地亚拥有“五奇侠”莫德里奇、拉
基蒂奇、曼朱基奇、佩里西奇、苏巴西奇。

1天前 ，法国击败了比利时 。红魔告
退。实用主义战胜了魔幻主义。

1天后， 克罗地亚击败了英格兰。魔
笛吹响。魔幻主义战胜了实用主义。

联想翩翩。1990年代，我玩过一款老式
游戏机， 叫 “任天堂”。“俄罗斯方块”“打坦
克”“超级玛丽”“魂斗罗”，让我同样消费了
很多个通宵。哦！那正是苏克用左腿“拉小
提琴”的时候。今朝魔笛，更让我沉醉。

声音

英格兰
队主帅索思
盖特（左）赛
后安慰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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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克罗地亚队球员维达与儿子一同庆祝胜利。

湖南日报7月12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罗中华）7月10日晚，“2018中国·桃江农商银
行杯” 四国国青男篮争霸赛在桃江县体育馆
拉开战幕，中国、美国、立陶宛、波黑4支青年
男篮队参赛。揭幕战中，立陶宛队以86分比66
分战胜中国队。

在当天举行的第二场比赛中， 美国队与
波黑队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对攻战，最
终，美国队以75比84不敌波黑队。 据了解，这
次比赛是桃江县首次举办篮球国际A类赛事。
比赛持续至12日结束。

桃江举办四国青年
男篮争霸赛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86 3 5 0
排列 5 18186 3 5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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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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