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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球

这些球员的名字
可不是乱起的
比利时队阿扎尔。
意大利队因莫比莱。

北京时间 6 月 23 日，美国球迷
在美国芝加哥的一座公园内观看美
国队与葡萄牙队比赛直播。该场比
赛，
美国队与葡萄牙队战成 2：2 平。
新华社发

德的儿子，
他的表现可完全不
“坑爹”
。
另外一位“不坑爹”的则要数比利
时头号球星阿扎尔（Hazard）。在成名
之前，
他这个法语姓氏在国内的译名还
是哈扎德，
正是英文
“危险”之意。从法
甲转会至英超切尔西之后，阿扎尔已经
成为足坛最具威胁的边路突击手。本
届世界杯，
阿扎尔与前切尔西球员德布
鲁因组成的比利时中场双核顶住了压
力，特别是他助攻默滕斯打入制胜球，
让欧洲红魔的“黑马”之旅有惊无险地
开局。有阿扎尔等
“名副其实”
的球员，
就会有没能发挥出自己名字“力量”的
人。瑞士队前卫施特克尔（Stocker），
英文中有“小公牛”和“储料机”两层意
思。本是老帅希斯菲尔德帐下由守转
攻任务的关键棋子，
但施特克尔既没有
边路突破，
也没能为扎卡与沙奇里输送
炮弹。在与厄瓜多尔的比赛中，表现平
平的他半场结束就被默罕默迪换下，而
后者登场 2 分钟就为球队攻入扳平球。
第二轮对阵法国队，
这位本应能攻善守
的队员，
没有获得一分钟的出场时间。
与此类似的还有意大利的因莫比
莱（Immobile）和 澳 大 利 亚 的 霍 兰 德
（Holland），都由于处在球队的边缘地
位而发挥寥寥。在英文中有“不动”意
思的因莫比莱，
只在与英格兰的比赛中
替补登场，没能发挥跑动的特色；霍兰
德虽与荷兰同分一组，他却没能出场在
与他姓氏相同的国家队面前一展球艺。
由此可见，无论表现好与坏，有一
个好姓氏，取一个好名字，有时也是在
绿茵场上发挥特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新华社记者 郑昕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洪都拉斯队科斯特利。

网友侃球

名人队对荷兰队的世界杯决赛开始
了！
“储料机”
护球后传给
“盲人”
“
，盲人”
精准长传找到“危险”，
“危险”连过 3 人
后在肋部将球直塞给高速突入进去的
“不动”
“
，不动”
巧妙一漏，
“荷兰”
心领神
会一脚怒射，
攻破了荷兰队的大门。
这不是白日梦，
上述的名字其实都
出现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如果由这些
具有
“歧义”
的名字混搭组成一支球队的
话，
绝对有不少笑料。不过，
即使为各自
的球队征战，
他们在巴西世界杯上的表
现，
也可以与各自的名字建立联系。
比如在 20 日的比赛中，为洪都拉
斯队时隔 32 年再次取得世界杯进球的
科斯特利（Costly），在英文中的意思
正好是“昂贵的”。尽管这一久违的进
球没能帮助这支中美洲球队取得参加
世界杯史上第一场胜利，但科斯特利的
进球代价一点儿也不昂贵，小组赛前两
场比赛中 3 脚射门就获得一粒进球，这
数据别说曾与他通常对决的本泽马难
以企及，也与梅西、C 罗在联赛中的表
现不相伯仲。
当然，
由于洪都拉斯的实力列小组
最差，被对手逼得无法射门，也是他进
球率高的原因之一。不过，荷兰的布林
德（Blind）则可看成与球队的实力相得
益彰的代表。别看他的姓氏在英文中
有
“盲人”的意思，
这位出自足球世家的
边前卫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广阔视
野。在
“海上马车夫”
5 球击溃无敌舰队
西班牙一役中，
布林德送出两记精确制
导的传中球足以记上一功。多年之后
回忆起范佩西鱼跃而起的扳平进球时，
相信不少人会记得这位来自阿贾克斯
的小将。作为现任荷兰队助教老布林

荷兰队布林德（左）。

●米卢（原国足主帅）
亚洲球队在巴西世界杯上尚无胜
绩，
对于这个结果，我在世界杯前也没
有想到。亚洲足球的发展速度已经远
远落后于世界足球，亚洲足球需要反
思，
否则将被世界足球拉得越来越远。
●范志毅（前国脚）
俄罗斯队全场不管防守和反击都
不错，
也创造出了机会，
就是进攻转防
守过程中的一个疏忽，让对方捡漏从
而输掉比赛，可能也会输掉进 16 强机
会。俄罗斯队为自己的年轻和没有经
验付出了代价。
●黄健翔（著名足球评论员）
比利时队又一次出现替补队员上
场进球，这次奥利吉又进球了。比利
时这次世界杯的 3 个进球全是替补球
员打进，小组赛出线成了替补奇迹。
俄罗斯勇气可嘉，
但是脑子不够清楚。
●徐阳（前国脚）
美国以前可能不特别重视足球，
但
是足球在美国的影响力已经慢慢在增
加。他们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很多孩子都会选择足球。他
们一旦有了好的教练，有
了好球员在成熟、成长，
就会取得好成绩。
●张路（著名足球评论员）
美国队打反击打出了高潮，问题
就 是 到 了 禁 区 前 办 法 不 多 ，就 是 远
射。美国队还是缺少新的配合，不过
远射挺有威胁。其实美国队不靠技
术，
就靠气势，韧劲、
拼劲非常足。
●董路（著名足球评论员）
巴西世界杯目前只是一首歌的主歌
部分，
铺垫而已，
副歌高潮尚未来临，
但
已明显可以嗅出颠覆，
如果欧洲人再不
尽快将精神集中的话，
那么未来的一段
日子，
从巴西回欧洲的航班将人满为患。
●贺炜（央视足球评论员）
葡萄牙队距离死亡只有几十秒；
美国队还有几十秒就可以出线，但是
瓦雷拉的进球让他们还要等一等。葡
萄牙队悬崖边上拽住了一根稻草，悬
念留在了最后一轮。

XYZ：
从领先到被扳平、
到被反超、
再到打
平，
跌宕起伏，
最后时刻才从死亡边缘抓住
一线生机！看了美国队与葡萄牙队这场
比赛，
小心脏受不了。这就是世界杯啊！
小美：
如果美国队第三场和德国队打
平，那就是世界杯冠军球员+执教本
国拿季军+执教其他国家进 16 强。伟
大的克林斯曼政委。
mgx：
赛后许多媒体的标题只提 C 罗助
攻，
难道进球的功臣，
反倒不如那个一
脚传中助攻的吗？C 罗全场的表现，
还配称巨星？真是笑话。
韩球迷：
上半场不是阿尔及利亚队打得多
好，
而是主教练洪明甫臭顽固，
丢了上
半场。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主教练会使
用一个赛季没怎么踢比赛的人进国家
队还打主力的。
瑞吉：
葡萄牙队早早的领先让队员失去
了进攻的激情，
只想着把一比零的比分
拖到比赛结束，实在是严重的战术错
误。一群狂妄自大且毫无斗志的队伍
不配赢得比赛。
内牛：
其他球队的前锋如果被盯死了，
会帮助自己队的进攻球员有射门机
会，但是朴主永在场上做什么呢？洪
明甫就是个傻子。
日球迷：
亚洲球队全灭了，亚洲的世界杯
名额肯定会被削减的。这是暴露了亚
洲低水平的一次世界杯。
阿信：
比利时队个人技战术能力很强，
但配合不默契 打得不够整体，
改进一
下可以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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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短讯

被美国大兵拯救
■ 阿成
美国与葡萄牙之战是本届世界
杯比赛进程最为跌宕起伏的比赛之
一，也为赛果诡异的巴西世界杯的小
组赛第二轮比赛写上了一个大大的
惊叹号！
邓普西 80 分钟后的反超似乎宣
告美国率先出线以及葡萄牙提前出
局，然而补时最后几十秒瓦雷拉的头
球把葡萄牙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也
令全场鸦雀无声。这是难得一见的
双方球员和球迷都高兴不起来的比
赛，美国方面自不待说，葡萄牙一方
也清楚，这粒“救命”的进球也只是让
本队多喘息几日而已。最后一轮，美
国与德国只要打平就能携手出线，就

算小比分输赢也有很大的双双出线
机会。虽然葡萄牙方面赛后呼吁公
平竞赛，但你总不能要求人家为了让
你出线而拼个你死我活。
不管有没有“阴谋”，我想国际足
联也乐于看到美国出线。我不知道
有多少球迷如我一样的想法：美国出
线对于推动美国足球的发展有大作
用，而美国足球的发展对足球运动的
发展有大好处。
其实为了推动“足球沙漠”美国
足球的发展，国际足联和足球业内人
士已做了很多工作。从早期贝利、贝
肯鲍尔等巨星的“开荒”，到 1990 年世
界杯的举办，等等。这么多年了，表
面上似乎看不到多么显著的效果，但
实际上，改变已经发生而且巨大。一

韩国队打得太窝囊
■ 冯巍
12 分钟内连丢 3 球，
上半场以 0：
3
落后，
尽管下半场追回两球，
但最终仍
以2：
4惨败给阿尔及利亚，
韩国队创造
了首次输给非洲球队、
半场0射门、
亚洲
球队在巴西世界杯上丢球最多等
“纪
录”
。究其原因，
打得太窝囊。
8 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比赛，没
有哪次打得这么丢人现眼，这是韩国
队对阵阿尔及利亚一战给我留下的
最深印象。曾在亚洲称王的太极虎，
为何这般血性全无？我个人认为，这
要归咎于韩国队
“四输”
：
首先，气势上输。比赛一开始，
阿尔及利亚就以迅猛攻势，打得韩国
队措手不及，慌乱不堪，继而自乱阵
脚，
阿尔及利亚在气势上瞬间压倒了
韩国。不可理喻的是，韩国队竟然整
场都未调整好状态，
除了下半场开赛
后有过短暂的表现，
从而打进本场第
一球外，
其他时间基本都被阿尔及利
亚摁倒在地，毫无喘息之机，让阿尔
及利亚人痛快地报了 29 年前那场友
谊赛上 0：2 败给韩国的一箭之仇。
其次，
体能上输。综观近几届世
界杯，
非洲球队给人刮目相看的好印

个事实也许令许多人惊讶：巴西世界
杯的门票在各个国家球迷的持有量，
美国仅次于东道主巴西居第二位。
可以这么形容，足球早已在美国生
根，只待长得更茂，而美国队的好成
绩是一种
“生长素”
。
以 前 人 们 的 努 力 可 以 说 是“ 拯
救”美国足球，现在恐怕得说，足球
这项运动需要美国大兵的“拯救”。
虽然足球号称世界第一运动，主要
是从普及面来说的，说到职业化市
场化和赚钱能力，远不及美国的职
业体育联盟，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的
商业价值还不如一年一度的橄榄球
“超级碗”。这当然主要得益于美国
巨大的体育消费市场，也因为美国
人有成熟高效的营销模式和手段。

可以预见，一旦美国足球大联盟真
正“做大”，足球“第一运动”的地位
实至名归。
从足球运动本身来说，更多美国
人的参与，或许可以带来一种全新风
格的足球流派。如今的足球迂回曲
折太多，传来传去就是不进球，被不
少人认为不好看，而美国人的运动大
都追求力量、速度，直接简洁，直及身
体的原始本能，如橄榄球的勇往无前
直捣黄龙。一种新型的“美式足球”
（不是橄榄球），至少可以让足球世界
更丰富多彩。
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简洁快速
的踢法大获全胜。美国队其实是这
种风格的典型代表，我们有理由寄望
他们有更大的作为。

亚洲足球前路满荆棘

象，就是体能强健，堪称全球无人能
敌。不管是大胜韩国的阿尔及利亚，
还是加纳，抑或是尼日利亚，包括喀
麦隆和科特迪瓦，都表现出强健体
能。尤其是在冲撞中，韩国人更不是
阿尔及利亚人的对手，一碰就倒，没
碰也倒，
似乎幼儿园小朋友对抗大学
生，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其跌跌撞撞、
畏首畏尾的形象，
可笑更可气。
再次，
技战术输。阿尔及利亚全场
充分运用长传冲吊战术，
打出了一波又
一波强大攻势。苏莱曼尼进的第一球，
就是接后场长传后，在两名韩国队员
“护送”
下进的。而韩国队则全场采用
短传渗透战术，
虽然总是失败且失球，
但一直
“不思悔改”
，
给了对手更多抢断
机会，
因此韩国队后防线被打成蜂窝。
最后，斗志上输。综观全场比
赛，韩国队似乎从一开始就斗志全
无，丝毫没有要力争比赛胜利之意，
个人发挥也常常失误，配合更漏洞百
出。相反，
阿尔及利亚
队却从一开始就显出
足够霸气，斗志昂扬，
气势如虹，
仿佛注定要
赢下比赛似的，
结果天
遂人愿。

■ 王黎刚
韩国队迎战阿尔及利亚，结果更
令 人 失 望 ，迎 来 了 一 场 2 比 4 的 惨
败。至此，亚洲四队，在本届世界杯
上至今不胜，8 场比赛只取得了 3 平 5
负的糟糕战绩。
亚洲足球主要还是大赛经验不
足，面对大赛自身临场调整能力不
足。日本、韩国有一定的技战术能
力，
但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欠缺。伊朗
和澳大利亚队有身体，但技术不行，
面对强队时，
他们在技战术方面完全
处于下风。
世界足球在不断向前发展，亚洲
足球是进步了，
但进步幅度不大。亚
洲足球首先是技战术落后，技战术节
奏已经完全跟不上世界足球前进的速
度，
从韩国2比4输给阿尔及利亚以及
日本 1 比 2 被科特迪瓦逆转体现的最
为明显。亚洲球员缺乏创造力，就拿
亚洲老大日本足球来说，他
们几乎像是一个机器上生
产出来的产品，
踢球模式几
乎一样，倒传有板有眼，但
却缺乏足够的创造力。
亚洲球星严重匮乏，
缺

老编评球

（本栏照片由新华社发）

乏决定比赛走向的球星，目前还没人
达到像阿里代伊、
中田英寿这样的高
度，甚至都没有前锋能够超越已经
35 岁高龄的卡希尔。正因为此，亚
洲足球在本届世界杯上陪太子读书
并不为奇，而如果不做反思和改变，
将会被世界足球越拉越远。
近年手握 5 个参赛名额的非洲，
虽说参赛队常换常新，但总能涌现出
一两支表现惊艳的球队。相比之下，
亚非球员的技战术差距进一步拉大，
曾被指习惯于单兵作战、战术纪律差
的非洲球队，
本届杯赛中展现出非同
一般的技战术素养。比如时隔 32 年
再次赢球的北非之狐阿尔及利亚，他
们的球员身价、
知名度、
个人能力均在
韩国人之下，
但他们坚决贯彻反击和
定位球战术，
最终凭借个别球星的灵
光一闪，
外加整体的力量，
完爆曾创造
亚洲球队世界杯最佳战绩的太极虎。
亚洲 4 支球队中只有伊朗的表现
值得称道，
也只有伊朗坚持防守反击
的低姿态。这似乎在向日韩两强提
醒。身体力量均逊于欧美球队的亚
洲人，
若想在世界杯赛场立于不败之
地，只有放低姿态稳固防守，才有机
会跃入更高级别殿堂。

温布尔登网球赛开战
彭帅打响金花头炮
本报讯 北京时间 6 月 23 日晚，2014 年温布尔
登网球锦标赛开战。在第 12 号球场进行的首场比
赛中，中国金花彭帅经过三盘大战，以 6：4/3：6/6：4
击败本土姑娘孔塔，打响了中国金花在本届温网的
头炮。
彭帅在今年澳网、
法网均首轮出局的情况下，
终于
取得本赛季的大满贯首胜。彭帅下轮将遭遇基里连
科，
后者以 6：
2/7：
6（6）爆冷战胜美国新星斯蒂文斯。
尽管孔塔世界排名只有 109 位，不过这位刚刚
年满 23 岁的本土球员已经第四次征战温网正赛，有
着相当丰富的经验。过去三周均在参加草地赛的孔
塔，显然比在伊斯特本首战就被淘汰的彭帅更加适
应草地。两人去年曾在广州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孔
塔直落两盘轻松取胜。显然面对如此具备冲击力的
小将，
彭帅陷入了苦战。
双方各胜一盘后进入决胜盘，彭帅在第三局
极 具 侵 略 性 再 次 取 得 破 发 ，就 带 着 2：1 的 领 先 。
此后经验丰富的彭帅没有给对手机会，彭帅最终
以 6：4 取胜，拿下本赛季的大满贯首胜。 （小新）

彭帅在温网比赛中发球。

小新发

省围棋联赛
本月底在兴隆开赛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
“兴隆咖啡杯”第五届省
围棋联赛将于 6 月 28 日在万宁兴隆开赛。业余围棋
世界冠军付利、
孙宜国、
胡煜清等将参加本届联赛。
本届联赛共有 12 支围棋代表队近百名围棋好
手参加比赛。联赛共赛 11 轮，每逢周六、周日举
行。团体奖金额依次为：第一名 2.6 万元、第二名 1.5
万元、第三名 1 万元。本次联赛由万宁市人民政府、
省围棋协会、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管委会主办，万宁
市文体局、海南星合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海
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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