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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球专家说球

网友侃球网友侃球
■ 阿成

赛前人们普遍预计阿荷之战将
是一场精彩的对决，一是双方功力悉
敌 ，二是两队以往都是注重进攻激
情四射的球队。然而，两支号称“攻
势足球”代表的球队却联袂上演了一
场比拼内力的“闷战”，这是世界杯历
史上唯一一场120分钟0：0然后通过
点球决胜的半决赛。

比“闷蛋”比分更闷的是场面，双
方上半场加起来总共只有4脚射门；
号称“全攻全守”的荷兰队全场120分
钟只有1脚射门打在门框内，而拥有
华丽攻击群的阿根廷队也仅有 4 脚
射正球门。但有不少“专家型”球迷
说了，这是一场技战术含量很高很丰
富的高手对决，高手过招，见招拆招，

个中精彩值得体会玩味。但普通球
迷可没有这么高的技战术素养和欣
赏水平，没有进球，没有高潮，已下半
夜了，会熬不住睡着的。我惊讶于中
国有那么多“专家型”球迷，足球竞技
水平怎么会这么低？

其实众多强队（包括势头正劲的
德国）在此前的比赛中或多或少都显
得保守，作为强队，他们竟也屯兵后
场打起了防守反击，并尝到了甜头。
或许因为上一场巴西冒进被德国队
肆虐的前车之鉴，阿荷两大高手变得
更谨慎了。轻举妄动注定凶多吉少；
守定而后动，拖到点球大战也有一半
的生存机会，因此两队都抱定了稳守
为先为重的比赛策略和态度，也直接
导致了场面的沉闷和零蛋比分。

有意思的是，赛后两队队员都指

责对方是更保守、更想把比赛拖入点
球大战的一方。谁也别说谁了，只要
有一方稍为主动一些，敢于多投入一
些进攻兵力，比赛场面就会改观。但
谁会带头做这种吃亏的“傻事”呢，强
队是来夺取奖杯的，而不是来表演
的，大力神杯越来越近了，得守住金
身，守进决赛，然后再守120分钟，再
打点球决战也划算。

本届杯赛点球大战场次之多，已
平了历届最高纪录。点球大战的刺激
和残酷当然很有看头，所以有球迷戏
言，干脆直接打点球算了。但几万人
跑到偌大的球场，就是为了看几分钟
的射点球，还不如在家里抓阄算了。

球队要角逐锦标，球迷可是要热
闹，如果闷战的局面不改，球迷会慢
慢流失的。这不是预言，而是教训。

此前“功利足球”一度泛滥成灾，后来
有了抵制保守、鼓励进攻的举措，比
如引入 3 分制刺激了更多的球队积
极进攻抢分，从而促进了进攻技战术
的升级。不过，3分制在淘汰赛的杯
赛中，完全失去了作用，这也是为什
么世界杯在小组赛阶段各队大打攻
势足球，到了淘汰赛却显保守的重要
原因。

但奖杯不是足球的全部，足球大
于奖杯是无需证明的“公理”。我们
只有期待着，有一天进一步升级的进
攻足球能在与防守足球的较量中占
据上风，从而带动攻势足球的风潮。
从这个角度想，又觉得“疯子”斯科拉
里冒险进攻的做法有可贵的一面。
人们期待桑巴足球的重生，但愿不是
更务实，而是更华丽。

足球大于奖杯

■ 王黎刚

期待一场荷阿激情大战的愿
望落空了，不过，在一场事关生死
的对决中，获胜才是硬道理。你不
能强求两队为了观赏性而踢出荡
气回肠的比赛。

与进球如麻、攻守失衡的首场
半决赛相比，阿根廷和荷兰之战更
像是双方比谁的耐心足、谁的防守
顽强。阿根廷队成功地冻结了最
有威胁的罗本，几乎没给罗本多少
机会，当然梅西也陷入荷兰队的重
重包围。两队弗拉尔、加雷、德米
凯利斯等后卫成为最抢镜的球
员。定位球和远射是两支队伍所
能够使用的唯一武器，遗憾的是双
方都没能利用它得分。橙衣军团
直到第 100 分钟才第一次射正，充
分说明了比赛的艰苦和胶着，最终
一直打到了点球决胜负。两队教
练布置的战术都得到了不折不扣
地执行，比赛不再是只靠个人能
力，而是整体的攻防演练，体现了

卓越的防守技巧。所以说，
这是一场没有输家的比赛。

橙衣军团前4场比赛打入
12球，场均打入3球，7人破门
让荷兰成为本届世界杯进球

人数最多的球队。不过，范加尔的战
术也逐渐被对手吃透。荷兰队淘汰赛
的两个对手哥斯达黎加、阿根廷都以
防守反击对付荷兰。

伤病拖垮了荷兰人前进的脚
步，因迪和德容的伤情让范加尔不
得不提前用掉两个宝贵的换人名
额——要知道范加尔之前的换人，
都对比赛产生了决定性作用。范
佩西陷入对手的包围圈，他的低迷
表现甚至让范加尔冒着无法上守
门员克鲁尔的危险，派出亨特拉
尔。尽管没能进入决赛，但荷兰已
在本届杯赛为球迷奉献了多场精彩
的比赛。在中场核心斯特鲁曼和范
德法特等实力派大将因伤无缘世界
杯的情况下，范加尔带领这支平民
荷兰走到四强已经很不容易。

与范加尔相比，阿根廷主帅萨贝
拉的战术体系更加简单，中后场以8
名球员遏制对手的进攻，前场只留伊
瓜因、梅西两人，边路则依靠迪马利
亚、拉维奇或帕拉西奥的突破，这套
战术帮助阿根廷在淘汰赛连续零封
三个对手。德国、阿根廷三次在决赛
对阵，而这一次将是传控足球与防守
反击的对决，能否以比拉尔多主义第
三次为阿根廷赢得大力神杯，萨贝拉
将迎来职业生涯最重要一战。

获胜才是硬道理
■ 冯巍

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半决赛0：
0然后点球决出胜负的比赛，居然在
号称“全攻全守”的荷兰人与“球王”
层出不穷的阿根廷之间上演了，熬
夜守候了一晚上，最后只得出一个
结论：不只荷兰烂，阿根廷更停，整
场比赛乏味之极。

看看 120 分钟的满场比赛，罗
本、范佩西、斯内德、亨特拉尔和梅
西、伊瓜因、阿奎罗都交了白卷。不
是两支球队的攻击令人胆寒，而是
整场比赛让球迷彻底心寒。

赛前，我曾天真地认为，风车
人会发起一波又一波猛烈进攻，而
阿根廷几乎只有招架之力并无还
手之功。当时还有一个预判，就是
凡遇这样的淘汰赛，谁都会把对方
的“英雄”看死，因此，罗本、范佩西
怕是难以得手了；当然，梅西、伊瓜
因也绝无可能得分。但“全攻全
守”军团还有天才球员斯内德、库
伊特、德容、布林德等一大批，而阿
根廷在迪玛利亚伤停的情况下，几
乎无人能破门，就算阿奎罗替补上
场，最终也证明没用。可谁都没想
到，谁都破不了门。

现在想想，互交白卷好像是双

方“默契”的结果。“默契”在哪呢？
死守第一，进攻第二，这就是这场乏
味比赛中双方奉行的游戏规则！

技术统计最能真实地反映这一
毛病：整个上半场两队才贡献4次射
门，其中荷兰1次、阿根廷3次，而这
4次也仅打正1次，这与前一天德巴
大战上半时两队联手奉献 13 次射
门，德国18分钟内狂灌巴西5球形成
天壤之别。

也许有人会说，荷阿大战只是
一场典型的世界杯半决赛罢了。
但窃以为，这是两队主帅“斗法”的

“恶果”：谁都不肯率先进攻，宁可
牺牲进攻，也要耐心等到对手露出
破绽后再伺机一剑封喉。可是，荷
兰、阿根廷两队谁都不傻，也谁都
不弱，谁都没给对方这样的机会，
因而这种战术的结果，毫无针尖对
麦芒的刺激。

回顾阿根廷上次取胜荷兰，还
是遥远的 1978 年世界杯决赛，此后
7 次交手，荷兰胜出 4 次。尽管历
史占优，但荷兰人还是烂了，主因
就是放弃了自己
擅 长 的 攻 击 打
法 ，改 打 起 既 不
中看也不中用的
防守。

荷兰烂 阿更停

徐阳（原国脚）
荷兰盯梅西采用人盯人，估计梅西

上趟厕所德容也得跟着。阿根廷防罗
本是区域结合盯人，两支球队都非常谨
慎，就像拳击一样都出刺拳。我估计这
场比赛也是受了德巴之战的影响，都不
愿先出招，都在比谁失误更少。

张路（著名足球评论员）
荷兰重点是放在防守上，中场盯人，

防守整体很成功。阿根廷这边进攻积极
性比荷兰高一点，主要打拉维奇。两边
教练都没出招，都在等着对方出招。

朱广沪（原国足主帅）
阿荷之战双方核心球员梅西和

罗本都被限制得非常严密，很少能有
突破的机会渗透到对方禁区，甚至很
难穿透对方后卫的身后，从这点来看
荷兰与阿根廷队的防守工作做得都
非常出色。

贺炜（央视足球评论员）
阿荷之战120分钟的0：0并不能

说明没有技术含量，双方在球场的每
一寸草皮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几乎
每一秒都充满了强大的张力，正是这
种令人窒息的场面，反而让双方没有
获得更多的空间和时间，更多时间放
在了控制中场控制对手上。

张呈栋（现役国脚）
荷兰队对梅西控制得比较好，但

是后场囤积重兵盯防伊瓜因和梅西，
就会导致荷兰的中场有点失控，荷兰
在中场的人数没有阿根廷多，所以导
致对手总在控球，自己的中场逼抢也
追不上持球人。

范志毅（原国脚）
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是给亨特拉

尔还是克鲁尔，对于范加尔来说是很
难的。某种程度上荷兰队这次前锋
的状态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范佩西。
我不能说荷兰球员没有强大的心理，
比赛就是这么残酷。

刘建宏（央视足球评论员）
从我的角度看，世界杯不应该是

中国人看球、吐槽的盛会。如果几千
万看球的人口是踢球的人口，中国足
球还愁进不了世界杯？不管怎样，在
解说中，我要表达这样的观点。

DOUM：
阿荷之战上半场可以用一句中国

老话来形容：三棍子也打不出个闷屁。
wuli：
阿根廷与荷兰这场比赛乏味到了

……原来的比赛都是进球大家都还很淡
定，这场比赛，传个中都得哎呦一下……
于是，球迷们的注意力就从无聊的比赛
转移到了各自场内场外的花絮之中。

net：
荷兰队最后一个名额给了亨特拉

尔……什么情况？荷兰今天要用亨特
拉尔扑点球？

souw：
荷兰队点球大战输了，出来混就

是要还的，那能让你一路罚点球拿世
界杯呢。

SP70：
为什么第一个点球让中卫罚呢？范

帅这回排兵布阵有问题啊。第一个肯定
是亨特拉尔啊，他下半场上场，有脚法，
有体能，之前还打进过关键点球，最不济
也应该是罗本罚啊，真是不可理喻！

小涛：
如果范加尔真觉得换守门员是个

天大的事儿，直接拿克鲁尔把范佩西
换下来就行了，反正范佩西全场的作
用和纯戳一个大个儿在前面没太大区
别，而以阿根廷这个谨慎劲儿，也不会
因为对方中锋不会踢球就冒险前压。

阿德：
半决赛终于打完了，阿根廷与德

国在巴西会师世界杯决赛，史称“阿德
巴约”。

艾斯：
巴西人宁愿德国得冠也不想死敌

阿根廷在自己家门口夺冠，那是对巴
西更大的羞辱。

据新华社圣保罗7月9日电 （记者刘宁 冷
彤）经过一场120分钟的鏖战，最后点球大战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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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世界杯就不该设置三四名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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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队主帅范加尔：

后悔没派克鲁尔上

丢掉点球大战之后，荷兰队停步决
赛门外，“无冕之王”再度倒在与金杯近
在咫尺的距离。

甚至在加时赛刚开始，镜头就数度
对准了荷兰队23号门将克鲁尔，但在
范加尔第96分钟用亨特拉尔替下范佩
西之后，荷兰队已经没有了换人名额，
这也意味着上一场点球大战立下奇功
的克鲁尔将没有机会登场。

像是一种惩罚，荷兰队主力门将希
尔森没有扑出阿根廷队的任何一个点
球，梅西、阿圭罗、罗德里格斯们拥抱在
一起尽情庆祝，此时，镜头又给到了克
鲁尔，眼神中带着无奈。

荷兰球迷们可能会想，如果克鲁尔
在场上，又会怎样？

荷兰人不会忘记克鲁尔在四分之
一决赛上的表现，他在加时赛最后一分
钟被换上，挡住对手两个点球，世界杯
第一次出场就用双手将荷兰队送进四
强，但这次，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手的

4个点球全部罚进。
进一步想想，如果范佩西在场上，

又会怎样？
在对阵哥斯达黎加队那场经典的

点球大战中，正是队长范佩西冷静罚中
第一个点球，此后罗本、斯内德、库伊特
全部命中，荷兰队稳稳过关。不过这
场，提前被换下的他只能在场边目睹世
界杯之梦再度破碎。

回溯到前一场半决赛，如果内马尔
和蒂亚戈·席尔瓦在场上，巴西队是否
能够避免那场噩梦？

毕竟他们是巴西队的攻防中轴，前者
在此前比赛中已经攻入4球，被认为是“金
靴奖”的有力竞争者，后者不仅成为巴西
队防守的最稳妥“铁闸”，而且在击败哥伦
比亚队的比赛中用进球立下奇功，但缺少
了他们之后，巴西队却一溃千里。

如果路易斯不在场上，巴西队是否
能够少丢几个球？

在赛后，前一场还是英雄的他顿时
成为了比赛失利的罪魁祸首，屡次的漏
人也成全了德国人一场酣畅淋漓的大
胜，派上一个更加靠谱的后卫，或许结
果就不一样了。

可是这些“如果”都已不在，好不容
易承办世界杯的巴西吞下史上最惨败
仗，荷兰队继续顶着“无冕之王”的头衔
黯然离去，德国队报了12年前世界杯
决赛的一箭之仇，阿根廷队成功出现在
马拉卡纳的决赛场上，历史有时候就是
这样意外、讽刺、不可捉摸。

其实在巴西世界杯上还有太多的
如果：如果哈维的身体状态仍在巅峰，
西班牙队或许会继续神话；如果比利时
豪华进攻线再多一些准星，进入四强的
恐怕还轮不到阿根廷队；如果苏亚雷斯
没咬基耶利尼，乌拉圭队或许走得更
远；如果……

可惜时间的记录不承认“如果”。
每届世界杯的冠军只有一个，31支与
冠军无缘的球队都多多少少带着些遗
憾，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遗憾和背后的
故事，才造就了足球世界的五彩缤纷。

每个“如果”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前面还有两场比赛，也还会有更多的故
事等着人们去兴奋、遗憾、彻夜难眠。

新华社记者 林德韧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7月9日电）

克鲁尔没机会再扑点球，范佩西只能在场边观战……

如果他们在场上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4年YONEX-威健
全国业余羽毛球巡回赛海口站比赛近日收拍。

本次比赛共吸引700多名球手参赛。选手根据
年龄分三个组别，这三个组别分别是业余A组（35
岁以下）、业余B组（36岁至45岁）、业余C组（45岁
以上），其中青少年组参加运动员为15岁以下。最
终，获得各组别冠军的分别是男子单打A组（林明
辉）、男子单打B组（符育茂）、男子双打A组（蔡志
高、王武春）、男子双打B组（吴多智、陈在军）、男子
双打C组（卢志阳、林智武）、女子双打（王娟、杨琳
婧）、混合双打A组（邝跃虹、林书涛）、混合双打B组
（谢于琪、宋蓉）青少年组（汤丁一）。

业余羽球赛海口站收拍

范佩西（前）与阿根廷队员争顶。他在加时
赛中被换下场，无缘参与点球决战。 新华社发

荷兰队的上一场比赛，克鲁
尔（左）被换上场扑点球，成为球
队获胜的功臣。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9日电 NBA新科总冠军
圣安东尼奥马刺队9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已与
波波维奇达成一份为期多年的续约合同，老帅将继
续执掌教鞭，但并未透露更多合同细节。

65岁的波波维奇已在马刺队执教18个赛季，
带领球队夺得5座总冠军奖杯。在2013－2014赛
季，马刺拿到了62胜20负的联盟最佳战绩，波波维
奇也当选该赛季NBA年度最佳教练，这是他执教生
涯第三次获此殊荣。

作为北美四大职业体育联盟（NFL、MLB、
NBA、NHL）连续执教同一支球队时间最长的现
役教练，波波维奇还以967胜 443负的成绩成为
现役教练中取胜场次最多的教练，其季后赛成绩为
149胜90负。

老帅波波维奇
继续执教马刺

环法第五赛段
贝尔金车手夺冠

当地时间7月9日，2014年环法自行车赛结束
第五赛段的争夺，贝尔金车队荷兰车手布姆夺得该
赛段冠军。图为布姆冲过终点后庆祝。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7月9日，大批荷兰球迷
聚集在鹿特丹市中心观看荷兰与阿根廷
的半决赛。图为一伤心的女球迷。

新华社发

范加尔在场边指挥比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