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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成

7 月 1 日世界杯淘汰赛的“欧非
对话”，结果如球迷们所料，欧洲豪强
法国队和德国队晋级。但战况之激
烈却出人意料，欧洲双雄被逼到难堪
的境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艰难过
关。赛后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收
获了更多的掌声，人们称赞非洲队表
现出色的同时，还展望非洲足球会迅
速崛起，拥有美好的明天。

作为一种赛后观感，赞叹非洲队
不畏强敌表现神勇，这很正常。但如
果是理性思考后做出判断，说非洲足
球将迅速崛起，那就有点“OUT”
了。事实上，N多年前人们就说过类
似的话了，但现在看来，非洲球队止

步不前，一直未能在世界大赛上实现
战绩的历史性突破。

当然，非洲足球人才一直源源不
断地涌现，如今非洲球员遍布欧洲各
大职业联赛。但球员大面积留洋对国
家队战绩也有负面影响，非洲优秀的
球员只想着到欧洲赚钱，国家队的比
赛不太上心。本届杯赛中，就传出某
些非洲队拿不到奖金要罢赛的闹剧。

我不是说所有非洲队和非洲球
员都缺乏国家荣誉感，主要想表达的
是，足球是一项整体性极强的集体运
动，是综合实力的比拼。一支优秀的
球队，除了要具备个人能力强的个
体，战术体系、战术纪律、替补的深
度、队伍管理等等，都不可或缺，都会
影响到球队的战绩。而从整体性来

看，欧洲队无疑大大领先。这也是为
什么法国队和德国队即使表现看起
来不怎么好，也能赢得比赛的原因。

足球比赛是 90 分钟的较量，要
通盘考虑战术；是综合实力的比拼，
每一个环节都要顾及。在法国队与
尼日利亚的比赛中，尼日利亚某些时
段看起来攻势凶猛。但这种优势局
面并不能维持 90 分钟，当法国人开
始反击后，尼日利亚队体能损耗太大
无力阻挡。赛后，法国主帅德尚透
露，某些时段的“示弱”是有意而为，
因为要合理分配体能。而尼日利亚
踢得太过随意，只想着个人表演，忽
略了战术的整体性和延续性。

法国队下半场的反攻能占据压倒
性优势，一个重要原因是格里兹曼等生

力军替补上场后打破了平衡、改变了战
局，而板凳实力强正是整体实力强的主
要标志之一。此外，法国队至今10个进
球由6名队员完成，整体实力可见一斑。

无独有偶，德国队打开局面也是
在替补队员许尔勒等上场之后，许尔
勒还取得进球为球队打开胜利之
门。不过，德国队这场比赛受到的指
责更多，他们在 90 分钟常规时间里
进攻无所作为，防守还险情不断，还
得靠门将诺伊尔多次出击救险。这
可能与德国队冒险试验压上的战术
有关，而此前他们的传控战术也备受
批评。或许德国队的战术还在摇摆
中，这不见得是好事，但德国队还是
赢了，赢在有更好的整体，可以互相
补缺，可以“东方不亮西方亮”。

欧洲队赢在整体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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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短讯

■ 王黎刚

没有大牌球星压阵的法国队踢
得很务实，团结是球队进入8强的法
宝。面对阿尔及利亚队的狙击，德
国人踢得一如既往地专注。

法国队这届世界杯的前两场比
赛打得非常出色，后两场比赛则非
常艰苦，但是对比四年前那支混乱
的内讧球队，高卢雄鸡已经复苏。
他们的实力可能并不是16强球队中
最为突出的，但是这支球队的可怕
之处在于球队各个位置的球员彼此
之间实力平均，主力和替补之间并
没有那么明显的差距，这对对手来
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们会对法
国队的阵容捉摸不定。

下半场一开始，尼日利亚几乎
占据主动，一时之间法国队门前危
机四伏。在这个时候，法国队主帅
德尚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用格
列兹曼换下吉鲁。这次换人改变了
整个比赛的走势。

法国队把握机会的能
力比对手略高一筹。尼日
利亚门将恩耶亚马则是全
场最耀眼的人物，他仅仅

出现了一次小瑕疵，导致球队输
球。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进入世界
杯16强的球队，强弱差距其实在毫
厘之间，只不过所谓的强队在关键
球的处理上略好一些。

对于很多人来说，西班牙、意大
利和英格兰等欧洲劲旅的退出令巴
西世界杯变得逊色，笔者不这样认
为，法国和尼日利亚的对决就很有
看点。两支球队的足球战术相似，
球员体能充沛、对抗能力较强，防守
时下脚凶狠，都伺机等待对手的失
误。两支球队唯一的缺点就在于把
握得分机会的能力差一些。

原本以为是德阿之战是一场一边
倒的比赛，顽强的阿尔及利亚人对此说
不。阿尔及利亚在控球和配合方面发
挥出色，防守很有针对性，中场不让德国
传出威胁球。他们知道一旦让德国人
舒服地传球，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中场
就跟德国展开逼抢。比赛前60分钟阿
队做得非常好，只是没有取得进球，如果
他们先进球的话德国会非常被动。

在僵持中德国队没有掉链子，
他们在120分钟都保持专注。这也
是阿尔及利亚打得漂亮最后反被德
国人先进球的原因。

德法两强捍卫荣耀
■ 冯巍

淘汰赛第6场，德国对阵阿尔及
利亚，对我这个德国球迷来说，赛前预
测是，德国战车可能轰轰隆隆碾过去
且所向披靡，尽管非洲人体能强健，但
还是无法阻挡！可开赛仅2分钟，我就
发现事与愿违，此役中的德国战车就
像一部没上润滑油的老爷车，跑不起
来，更别说跑过北非之狐！

虽然最终依靠加时赛的2粒进球
挺进8强，但毫无疑问，德国队的这场
比赛可谓他们本届杯赛最糟糕的一场
比赛。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德国队的
后卫居然漏洞百出，需要依靠门神诺伊
尔的6次及时出击才挽回败局，这要算
作德国队的奇耻大辱！我一直认为，若
逼到一个门神去干中后卫的工作，一两
次尚可理解，多到三次以上就一定是球
队出了大问题！不幸的是，我心目中强
悍的德国战车，居然也这么窝囊！

我甚至一边看球一边揣测，本届
世界杯若评最可怜守门员，诺伊尔一
定当选！因为德国战车一出征就遭
到北非之狐狂风般的快速反击，德国
队门前险象环生，诺门神几乎独撑大
局！而最让我觉得诺伊尔可怜的，则

是他在多次看到德国战车屁股冒烟
的危机时刻被迫挺身而出，跑出 20
多米才将皮球扫出边线，试想如果没
有诺伊尔，德国队情何以堪？

我还边看边想，本届世界杯的
最佳守门员，诺伊尔应该是头号热
门人选！因为正是诺伊尔神速的出
击和绝妙的扑救，包括铲球、头球
等，才最终守住德国队90分钟不失
球。照德国队一直跌跌撞撞的状
态，如果没有诺伊尔，城池难保不
失。诺伊尔这位德国队的保护神，
有足够理由当选！

那么，德国战车缘何如此狼狈？
首先是中场不力，比赛一开始德国队中
场就出现传球频频失误，多次被北非之
狐抓住机会反扑，造成诺伊尔孤军奋
战；其次是德国队长传成功率奇低，多
次出现自误，将好端端的一个个球拱手
让与对手；再次是德国队试图将后防线
前移至中场的努力失败，反而使北非之
狐容易抓住德国人的漏洞借机反击。

当然，德国战车毕竟是德国战车，
并非完全一无是处。进
攻的犀利，防守的顽强，
才使德国战车最终没有
辱没自己的美名。

可怜的诺伊尔

范志毅（前国脚）
与尼日利亚之战法国队虽然赢

得艰苦一点，但看出了技战术含量，
看似被动，实际一直在酝酿着反击。
法国队纪律性这么强，这是这几年没
看到的。法国队不容小视。

黄健翔（著名足球评论员）
打尼日利亚这场球，法国踢得有

点跟前一天荷兰的味道一样，表现了
他们的成熟。被动的时段我能扛过
来，等我理顺了的时候，我就打得你
无抵抗力了。这是两个队的差距所
在。这场比赛非常值得回味，展现了
法国队深不可测的实力。

张呈栋（现役国脚）
尼日利亚后半场陷入被动跟体

能的关系很大。法国在上半场后半
段开始打起传控，尼日利亚加强拼抢
势必导致体能下降。

马明宇（前国脚）
阿尔及利亚比赛过程比德国队

要好。但德国战车能够持续不断地
给你威胁，这是德国队取胜的关键。

贺炜（央视足球评论员）
德国队传接球失误比较多，后卫

与门将之间的空当会被对手的快速所
利用。补时阶段许尔勒、厄齐尔的进
球杀死比赛悬念，阿尔及利亚队员已
经跑不动了，丢球之后大势已去。

张路（著名足球评论员）
法国队虽然赢了，但这支年轻的

队伍存在磨合不足、配合不够默契的
问题，本场比赛进攻中传球失误很多
就证明了这一点。

徐阳（前国脚）
我觉得法国和德国谁进入四强

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此前我觉得
德国更好一点，但是法国队的表现让
我觉得他们在德尚的带领下，已经形
成了完整的团队，非常团结。如果这
两队分别对阵另外的对手，他们都可
能杀入四强；他们相遇，就看临场发
挥了。

DAG：
德国队90分钟都不进球！91分

钟你就进了！！你绝对是故意的！！！
我的钱啊！！！！
ryq：

前两天还嘲笑巴西荷兰跪着进8
强。结果今天德国就是爬着进的
……勒夫得吃多少鼻屎才想出这任
意球战术的。
二娃：

更搞笑的是阿尔及利亚的人墙动
都没动，大概人家没懂他们在干嘛吧。
DQD：

德国队一流的影锋在打中锋，超
一流的边卫在打后腰，世界第一前腰
在打边前卫，最顶级的门将在打中
卫，真是怎么作死怎么来……
逗逗：

这下明白诺伊尔的战术作用了：教
穆斯塔菲踢右后卫，教赫韦德斯踢左后
卫 ，教博阿滕踢中后卫，兼职守个门。
躺枪：

80分钟光打雷不下雨，这样的法
国队和阿森纳有什么区别。
宜家：

这支法国队虽然平民化，低调，
但是大家很团结，而且中场配置非
常好，主教练德尚对球队的掌控力
很强。德国和巴西不一定能打败这
支法国。

本报那大7月1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张琳）连续两天，“农信杯”海南儋州
第五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战罢六轮，名将卜
祥志以总积分4.5分单骑领先。

第五轮比赛后卜祥志、奈迪茨、余泱漪并驾齐
驱。第六轮比赛战绩为：赵骏0.5：0.5马群，修德顺
1：0余泱漪，丁立人1：0周唯奇，奈迪茨0.5：0.5波诺
马廖夫，卜祥志1：0韦奕。卜祥志因为此轮获胜，积
分脱颖而出单独领先。但因为还有三轮大赛，卜祥
志表示仍不敢确定自己最终能够夺冠。

儋州国象超霸战战罢六轮

卜祥志单骑领先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4“海南中部农业装
备城杯”海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甲级组比赛近
日收兵，AK队以6：2的比分战胜了海南联合建工
队，获得了冠军。海南联合建工队屈居亚军。

在另外的一场3、4名比赛中，猎鹰队7：3战胜
了顾粉街队夺得第三名。此外，本次比赛超级组战
至第7轮，红色战车队以不败战绩暂列积分榜首位，
小组赛仅剩最后一轮。而乙级组小组赛已经收官，
8支队伍出线进入交叉淘汰赛。

省五人制足球赛甲组收兵

最佳喜剧演员
穆勒穆勒

德国中场穆勒在球场上无所不能，他
不仅能传能射，还能演戏。八分之一决赛
对阵阿尔及利亚，穆勒的佯装一跪展示了

其在演戏方面的过人天赋，尽管战术未能
成功，但其逼真演技还是让全场观众笑翻
了天。

在这次极其复杂的任意球战术中，穆勒
是当中“男一号”。裁判响哨后，施魏因施泰
格先是来了个虚跑，第二个冲出去的就是穆
勒，他在奔跑过程中假装摔倒跪地，不过随
即起身绕过皮球穿过对方人墙，此时站在球

前的厄齐尔与克罗斯佯装罚球，最终是克罗
斯将球挑传禁区内的穆勒。不过，阿尔及利
亚人送外号“北非之狐”，在狐狸面前秀演技
简直班门弄斧，阿尔及利亚人墙纹丝未动，
球打在了人墙，战术以失败告终。

赛后接受采访时，穆勒表示“接下来的
任意球战术中还会有惊喜”，看来这位德国
球星退役后不排除会去当一名演员。

北京时间7月1
日凌晨，德国对阵阿
尔及利亚的八分之
一决赛中，穆勒在比
赛第87分钟的任意
球战术中突然佯装
跪地的精彩演技，让
人看到了他成为一
个 演 员 的 过 人 天
赋。巴西世界杯是
四年一度的足球竞
技场，由于有着超高
曝光和关注度，一些
怀着好莱坞憧憬的
球员甚至裁判想利
用这个大舞台展示
自己的演技。他们
要告诉世界：“除了
踢球，其实我还是一
个演员。”

最佳偶像剧演员
西村雄一西村雄一

世界杯开场序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相信很多球迷记住的不是内马尔的梅开二
度，也不是马塞洛的乌龙球，而是一个日本
名字——西村雄一。

揭幕战第69分钟，克罗地亚后卫洛夫
伦轻轻碰了一下弗雷德，后者随即夸张摔
倒。正当所有人为巴西前锋演技所拜服
时，另一名演技大师出现了：一声哨响后，

只见日本主裁西村雄一甩着满头飘逸的
秀发，从禁区弧顶处潇洒地匀速跑到底线
球门附近，目光如炬地盯着洛夫伦，然后
果断从口袋中掏出黄牌举向空中。这一
套动作洒脱自然、一气呵成，网民赛后调
侃，“西村雄一演技功底深厚，而且是走偶
像路线的。”

不过，克罗地亚人则对日本裁判的演

技不屑一顾。“在比赛的时候我用英语向他
（西村雄一）询问了一些东西，而他居然用
日语回答我”，克罗地亚队后卫乔尔卢卡赛
后抱怨。看来，要想进军国际演艺圈，学好
外语还是十分重要的。

新华社记者何军 卢羡婷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最佳恐怖剧演员
苏亚雷斯苏亚雷斯

要是问什么东西喜欢咬活人？许多人
会联想到好莱坞大片《生化危机》中的僵
尸。然而在足球场上，就有一名球员养成
了咬人的习惯，想起来还是挺恐怖的。

小组赛与意大利的生死战，乌拉圭前
锋苏亚雷斯在一次对抗中狠狠咬了对方后
卫基耶利尼，上演了其个人在足球生涯的

咬人“帽子戏法”。咬完人后，看到基耶利
尼痛苦惨叫，苏亚雷斯也假装倒地，捂着两
颗门牙哀嚎，凭借出色演技，他逃过了裁判
的处罚。

然而，赛后的电视回放还原了苏亚雷
斯的咬人过程，他也因此被处以9场禁赛、
4个月禁止参加与足球有关活动和罚款十

万瑞士法郎的处罚。苏亚雷斯咬人的照片
赛后还被网友PS：基耶利尼的手臂被啃断，
而他正捧着断臂美餐。不知这些镜头会不
会被好莱坞导演相中，或许苏亚雷斯有机
会出演下一部《生化危机》。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戏说巴西世界杯上的“演技派”

本报讯 北京时间7月1日晚，在温布尔登网球
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5号种子、前赛会冠军莎拉
波娃以6：7（4）/6：4/4：6不敌科贝尔，无缘八强。

在另两场女单比赛中，3号种子哈勒普和19号种
子利斯基分别战胜各自的对手，将争夺一个四强席位。

在男单比赛中，瑞士天王费德勒3：0横扫西班
牙老将罗布雷多，晋级八强，他将与同胞瓦林卡在八
强战中上演“瑞士德比”。此外，德约科维奇、季米特
洛夫也进入男单八强。 （小新）

莎娃无缘温网八强
男单八强战费德勒战瓦林卡

北京时间7月1日，法国队以2：
0战胜尼日利亚队，挺进巴西世界杯
八强。图为法国队球员博格巴庆祝
进球。 新华社发

博格巴进球

莎拉波娃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苏亚雷斯咬意大利队球员基耶
利尼后，牙齿有点痛。 新华社发

穆
勒
因
错
失
进
球
机

会
而
懊
恼
。

新
华
社
发

⬅ 西村雄一执法巴西世界杯揭幕战。
小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