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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编评球

网友侃球

专家说球

“攻意”足球主导巴西
■ 阿成

截至北京时间 6 月 16 日， 巴西
世界杯打了 11 场，每场都有进球，没
有一场平局， 进球 37 个平均每场近
3.4 个。 这些数据如果不是创纪录，也
可称史上罕见。

场场有进球，高进球数，人们自
然会想到“攻势足球”，事实上也有人
提及巴西世界杯是一届“大打攻势足
球”的世界杯。 不过，从各队摆出的阵
型来看，都还是重心在后场的“头轻
脚重”阵型；从比赛场面来看，也未见
得总是狂攻不止攻势如潮，更不见攻

而忘守的极端“嗜攻”行为。 足球是守
易攻难的运动，这决定了“头轻脚重”
的阵型很难改变。 攻守平衡也许是恰
当的形容和各队的追求。

我杜撰了一个词———“攻意 ”足
球，试图解释为何巴西世界杯场场进
球和进球高产。 “攻意”有两个意思：
一是巴西世界杯有些 “大打攻势足
球”的意味；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
是指主动进攻、加强进攻的“进攻意
识” 。 而“进攻意识”的加强，是场场
进球和高进球数的重要原因。

试想一下，如果对阵双方都主动
进攻加强进攻， 而不是重兵死守，门

前的空间就更大， 进球就变得更容
易。 而一旦有了进球，落后一方就会
更多地压上进攻，就会产生更多的进
球，无论进球的是哪一方。

“攻意”不止体现在赛场上，事实
上已深入很多球员教练员的意识里。
比如日本队先进球被逆转，队员们赛
后反省时并不是检讨防守不力，而是
认为进球后进攻力度减弱。 进攻是最
好的防守， 这个带点哲学意味的思
辨，其实已被很多教练员贯彻到实践
中。

至于没有一场平局，更多的是一
种偶然性，但你也可以认为，这里面

有不懈进攻带来的必然。
其实重视进攻并非巴西世界杯

才开始，好几年前就有这种趋势。 攻
与守永远是一对矛盾， 在足球运动
中多次经历过重攻和重守的摇摆 。
此前稳守反击、“1：0 主义” 盛行，后
来进攻技战术升级，“死守” 不仅球
迷厌恶 ，还被证明是 “死路 ”，偶尔
“偷鸡 ”得手 ，并不能改变落后挨打
的整体局面。 于是，主动进攻的意识
再占上风。

至于巴西世界杯能否正式注上
“攻势足球”的标签，还有待往后比赛
的检验。 必须看到的是，目前只是在
小组赛第一轮，输赢还不致命，反而
积极抢分会赢得出线的主动。 往后在
淘汰赛中， 在输球即回家的压力下，
对阵双方会更谨慎，进球数恐怕就不
会那么多了。

大腕们复苏了
■ 王黎刚

阿根廷小胜波黑在情理之中 ，
梅西时隔 623 分钟后在世界杯赛上
再度得分， 对冲击金杯的阿根廷队
来说，着实是个好消息。

梅西进球的方式和他在巴萨的
进球方式一模一样， 过人突破后和
队友做撞墙式配合， 突入禁区低射
得分。 此前梅西在国家队始终无法
找到在巴塞罗那队踢球的感觉 ，在
巴萨队，梅西如入无人之境，在世界
杯上，他像迷途的羔羊。 这个进球让
梅西找回了感觉。 梅西赛后被国际
足联评选为当场最佳球员， 但以上
半场的表现来看，梅西显然不合格，
他总是轻易丢球。 不过，在阿根廷重
新使用 433 后，梅西成功“复活”，不
仅通过配合打进一球， 还多次为阿
圭罗、伊瓜因创造破门机会。 阿根廷
主帅萨维利亚或许能从本场比赛中
认识到，一个好汉三个帮，即使是世
界足球先生梅西也需要队友的支持
才能发挥最大威力。

阿根廷队在本届杯赛上能走多
远，取决于主教练萨维利亚的排兵布

阵。 世界杯前，萨维利亚曾 5 次使用
532 阵形， 这是为弥补防守的漏洞，
也是因为锋线缺少合适人选。但在世
界杯首战再次使用 532，萨维利亚显
然有些过于谨慎，在遏制对手进攻的
同时也削弱了阿根廷锋线的威力。而
阿根廷上下半场不同的表现也将促
使萨维利亚弃用 532 阵形，毕竟有梅
西、阿圭罗、伊瓜因、迪马利亚这样的
顶级进攻球员，如何发挥他们的威力
远比只想着克制对手更为重要。

法国队 3：:0 大胜洪都拉斯 ，这
标志着法国低迷了 4 年后重新在世
界杯上复苏了。失去里贝里虽然是重
大损失，但兵多将广的法国队得以放
下包袱，他们不需要再时刻想着把球
传给里贝里，而是多点进攻。 这招让
法国队尝到了甜头，也将成为高卢雄
鸡未来的主导战术。本泽马用 2 球加
制造乌龙的完美表现，确立了自己法
国队核心的地位。法国队几名年轻的
中场球员状态上佳，卡
巴耶、博格巴和马图伊
迪领衔的中场无论是
拦截还是组织都让人
眼前一亮。

高卢雄鸡要雄起
■ 冯巍

法国队在上届世界杯上小组没
出线就打道回府， 高卢雄鸡好像老
母鸡，不仅灰头土脸，而且还因窝里
斗被传为笑谈。 本届世界杯上，法国
队幸运地分进了 E 组， 全组实力就
数自己最强，唯一对手只有瑞士，洪
都拉斯、厄瓜多尔都不堪一击，高卢
雄鸡完全可以雄起。

4年前的法国队非常丢人。当时贵
为世界排名第 9 的强队， 同时由于队
内拉帮结派、 白人和移民球员之间矛
盾重重， 导致主教练多梅内克与球员
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 更昏庸的一招
则来自法国足协， 他们竟然在世界杯
开踢前就任命了下一届国家队的主帅
布兰科， 这直接导致了主教练多梅内
克威信全无， 因而造成法国队在南非
世界杯上有了历史上最差的“表演”。

然而时过境迁， 这次世界杯不同
了。 不满主教练的球员都走
人了， 更加年轻有朝气的法
国队也不再窝里斗了。 虽然
老将里贝里因伤不能参战，
但法国队还有大名鼎鼎的皇

马球星本泽马， 以及更年轻好胜的小
公鸡格里兹曼、埃弗拉等人，朝气勃发
的法国队，绿茵场上真像雄起的公鸡，
3月 6日热身赛，2:0完胜荷兰，5 月 28
日热身赛，又 4:0 大胜挪威，高卢雄鸡
似乎找回了 1998年和 2000年连夺世
界杯和欧洲杯时的最佳状态。

我向来对英格兰没什么好感 ，
因为这支球队的状态， 总像当下鲁
尼的状态一样，一直发挥欠佳，每逢
大战必然惨淡收场。 倒是高卢雄鸡，
一直有我喜欢的球星和激情的打
法，普拉蒂尼、齐达内、里贝里、本泽
马……都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历史。

在 E 组对阵洪都拉斯，高卢雄鸡
洗刷耻辱的时刻到了。 本泽马全场上
演准帽子戏法， 三记入球都应归功于
他的名下。当然，小将格里兹曼的表演
同样吸引世界目光。 而德布希的精准
传中，埃弗拉的多次有效助攻，都成就
了高卢雄鸡这三声响亮的破晓长鸣。

不过， 高卢雄鸡要想一直高昂
头颅，还必须加强边线攻防能力，小
组赛分在了实力相对较弱的 E 组 ，
那是上帝的恩赐， 进入十六分之一
后，可就要硬碰硬了。

巴西世界杯开战后，在看台上争奇斗艳的各国美女，成为一道
凉凉的风景，也是摄影师们捕捉的焦点。 图为一组看台上的美女照。

美女在现场 养眼又抢镜

ICQ:
曾几何时，当人们一说到梅西，就

会立即想到他在巴萨是“龙”，在阿根
廷就变成了“虫”。 但现在，梅西逐渐
走出了阴影。
鲁健：

米西逆袭梅西， 梅西不让米西逆
袭梅西，米西偏要逆袭梅西，不知是，
米西比梅西更稀奇，还是梅西比米西
更奇迹。
占豪：

阿根廷与波黑的上半场， 除了那
粒乌龙球，恍惚间，总有感觉：波黑是
阿根廷，阿根廷是波黑！
tcd:

目前“乌龙球”在射手榜上已打入
三球，领先内马尔、范佩西、本泽马、罗
本的两球。
文艺张：

洪都拉斯这粗暴踢法， 法国没人
伤停就是最大的胜利了。
有鬼：

状态出得早不一定笑到最后？例子
太多了。 或许这次会加上荷兰、法国。
酱油男：

瑞士读秒绝杀厄瓜多尔， 不愧是
制造钟表的国家。
糖糖：

厄瓜多尔终场前一次绝佳的机会
没把握，被人一个反击干掉，真是天堂
到地狱一念之差啊。

●郝海东（前国脚）
瑞士队会越打越好， 他们有这种

能力， 不过在角球和任意球的防守上
还应该再研究一下， 不仅仅是他们丢
球的那次防守， 我看全场比赛有好几
次防守任意球都防得不好。

●张稀哲（北京国安队球员）
阿根廷阵容很豪华， 锋线上攻击

力挺强，主要是看防守怎么样。防守上
要注意对手的反击， 前边几场小组赛
各队攻击都挺猛， 阿根廷一旦大举压
上，就更要多注意对手的反击机会。

●张路（著名足球评论员）
首战之后， 我觉得阿根廷的夺冠

赔率要做出调整， 他们恐怕已经不再
是大热门了， 我觉得他们能打进前四
就非常不错。

●詹俊（著名足球评论员）
和巴西队相似， 阿根廷暴露问题

的同时能够迎来开门红这是最重要
的。 梅西的位置下半场调整后才最适
合他发挥，期待他和阿奎罗、伊瓜因的
配合更加出色。 马斯切拉诺或许在巴
萨习惯打中卫了， 需要在后腰找回昔
日状态。

●颜强（著名足球评论员）
尽管法国队最后轻松取胜， 但主

将里贝里赛前伤退还是对法国队影响
很大， 他的缺阵让法国队的进攻特别
是边路进攻缺乏变化， 或许在接下来
的比赛中，里贝里的缺阵会产生隐患。

●贺炜（央视足球解说员）
从第一轮比赛看，荷兰、意大利、

英格兰、 法国表现出来的状态都比阿
根廷要好， 今天阿根廷表现出来的进
攻和防守问题都比较大。 当然这只是
第一轮的比赛， 好与不好在后面的比
赛中都会发生变化。

●孙葆洁（国际裁判）
在足球规则中， 球的整体越过球

门线才算进球。 通过门线技术展示给
大家的是球已经整体越过门线， 裁判
通过手表上的进球提示判定法国队进
球。 因此这次判罚是门线技术起决定
作用。 这是门线技术首次在世界杯赛
场上大放异彩。

儋州国象特级大师
超霸赛 25日开赛

本报海口 6 月 16 日讯 （记者王黎刚）“农信
杯”海南儋州第五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赛将
于 6 月 25 日至 7 月 4 日举行。 届时将有来自国
内外的 10名高手会聚儋州，展开 9轮循环大战。

参赛的 10 位特级大师包括 8 名国内顶尖棋
手，分别为“80后”的卜祥志、修德顺、周唯奇、马
群，“90 后”的余泱漪、韦奕、赵骏、丁立人；2 名
国际选手为乌克兰的波诺马廖夫和德国的奈迪
茨，两人均为“80 后”选手，前者 2002 年成为男
子世界冠军， 后者在 2007 年德国个人赛上获得
全国冠军。 本届赛事历时 10天，赛事期间选手们
将进行 9轮激烈的角逐赛出冠军。 比赛期间还将
举行多项活动。

今年赛事总奖金 32万元，冠军奖金 10万元。

马刺时隔 7年
再夺 NBA总冠军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5 日电 104：87，圣安
东尼奥马刺队 15 日在主场再胜卫冕冠军迈阿密
热火队，以总比分 4：1 成功复仇，时隔 7 年夺得
球队历史上第五座总冠军奖杯。

在有邓肯、 詹姆斯等众多球星参与的总决赛
里，马刺新锐、年仅 22 岁的前锋莱昂纳德意外捧
走了总决赛最有价值运动员（MVP）称号。 他成
为自邓肯 1999年夺得总决赛MVP以来，联盟最
年轻的此项殊荣获得者。

“现在，我感觉一切都太不真实了，”莱昂纳
德说，“我身后有一个伟大的团队在支持我，他们
不停地告诉我，‘保持侵略性’。 ”

当日的封冠战，莱昂纳德砍下 22 分和 10 个
篮板的两双，而之前在迈阿密打的两场球，莱昂纳
德分别轰下 20 分、14 个篮板以及 29 分和 4 个
篮板，在攻防两端都展现出巨星风采，帮助马刺携
两场大胜而归。

是役，马刺 GDP 组合得分全部上双，吉诺比
利 19 分，邓肯 14 分和 8 个篮板，帕克 16 分。 而
热火“三巨头”中只有詹姆斯的 31 分和 10 个篮
板一枝独秀，波什 13分，韦德 11分。

从 1996 年至今的 18 年马刺生涯中，主帅波
波维奇拿到了自己的第五座总冠军奖杯， 而季后
赛历史上 GDP组合则联手创造了 117胜的伟业。

去年，总决赛也在马刺和热火间展开，结果两
队大战七个回合，热火以 4：3得以卫冕。

体坛短讯

6月 15日，一名阿根廷队球迷在
阿根廷对阵波黑的比赛开赛前举起
“大力神杯”模型。 新华社发

哈雷草地网球赛
费德勒成就七冠王

本报讯 作为温网之前重要的一站热身赛，德
国哈雷草地赛虽然只是 ATP250 级别的赛事，但
历来为选手们所重视。 作为当今草地第一高手，
费德勒在 2014 年拿到了个人在这里的第七个冠
军头衔， 哈雷和温网一样都是费德勒获得冠军数
量最多的赛事。

在 6 月 16 日的决赛中， 费德勒的对手是哥
伦比亚老将法拉，面对排名比自己低很多的对手，
费德勒并没有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而是通过两盘
抢七才艰难获胜。 这是费德勒职业生涯中第七次
征服哈雷，他在这里的战绩也提升为 46 胜 5 负，
哈雷也成为了费德勒获胜场数第二多的赛事，排
名第一位的自然是温网， 瑞士人交出了 67 胜 8
负，七次夺冠的傲人成绩。

凭借在哈雷的夺冠， 费德勒的温网前景也被
看好。 在哈雷赛上， 曾经两次获得过温网冠军的
纳达尔爆冷输给了德国人布朗， 而在最近两年的
温网纳达尔也都是早早出局。 虽然费德勒去年温
网也是爆冷输给了斯塔霍夫斯基， 不过今年瑞士
人的出色表现让人们对他的温网前景感到乐观，
至少不会像去年那样出局如此早。 （岩石)

6 月 16 日， 在 NBA 总决赛第五场比赛中，
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主场以 104:87 战胜迈阿密热
火队， 并以 4:1 的总比分击败卫冕冠军迈阿密热
火队，获得总冠军。图为马刺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
庆祝。 新华社发

隍三名厄瓜多尔美女球迷在等待比赛开始。 （本栏照片由新华社发）

一名美女球迷在比赛开始前拍照。 瑞士美女球迷带着孩子等待比赛开始。比赛还没开始，一美女球迷似乎有点不耐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