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利时英格兰 VS29日 02:00

一团迷雾

都已火力全开，都已出线无忧，可这却不会
是一场火星对地球的碰撞。第一不如第二好，这
团奇怪的迷雾，还真存在。第一留在上半区，后
面遍布强敌，为了长远计，难免打起小九九躲
避。这可能是一场复杂的比赛，想得太多，必定
不会专注，而借此机会拿替补练兵，不失为上
策。所以，我们也许不会看到凯恩杀气四射，不
会看到卢卡库威风八面。两大金靴相遇，胜负情
势不急，奈何。半夜三更，睡意沉沉，真不希望看
得太闷。

哥伦比亚塞内加尔 VS28日 22:00

一场恶斗

都要赢，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哥伦比亚人的
势头似乎更劲，一场大胜把小组种子直接摁死，
还激活了队内的几大杀手，尤其是“老虎”队长的
回归，他的彪悍、机敏，让球队又多了一大杀器。
而塞内加尔成了非洲仅存的一头“雄狮”，重任在
肩。当务之急，是稳住。既已取势在先，急的应
该是对手。稳住阵脚，让哥伦比亚放马来攻，有
马内这样的闪电杀手，伺机一剑封喉，任务即可
完成。哥伦比亚没退路，只能大举进攻。塞内加
尔有余地，攻守只待形势。狡猾的佩克尔曼碰上
少壮的西塞，如何用兵，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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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鄢卫华

总有一些经典时刻能够刺激出我们大
量的肾上腺素，也总有一种英雄人物能够引
导世人忘情的欢呼。当你如我一样，熬夜见
证了悬崖边上的阿根廷在对尼日利亚一战
绝地反击、逆风翻盘的一战时，就算你是个
很矜持的球迷也会为潘帕斯雄鹰在这生死
时速中死去活来而悸动。呵，英雄！刹那芳
华，梅西罗霍珠联璧合，扶城将倾。

历史是何其相似，又是尼日利亚队，13
年前的 2005 年荷兰世青赛，就是梅西出道
的时候，对手正是尼日利亚，其队长也是米
克尔。3年后的北京奥运会足球决赛，梅西
和米克尔又各自率领阿根廷队和尼日利亚
队相逢在鸟巢，当时作为奥运特派记者的笔
者，现场目睹了那场决赛。而到了更高级别
的世界杯，阿根廷跟尼日利亚的缘分说不清
道不明，两队在近 5 次世界杯居然有 4 次同
组，阿根廷人都战胜了对手，更巧合的是比
分都只有一球差距，即使不太喜欢宿命论，
但也不得不说，尼日利亚就是阿根廷确认过
眼神的人。

毫无疑问，在俄罗斯赛场，阿根廷3场小
组赛，最后这一场踢得最有血性，也最有骨
气。梅西一如既往地有些沉默，但关键时刻
的进球，和主裁判的据理力争和交涉、丢球后
的30米回追、终场前奋不顾身地铲抢……都
显示了他为了这支球队全心付出的决心。

虽然红颜总是易老，英雄难过八强，但
自 1990 年世界杯揭幕战输给喀麦隆之后，
阿根廷人的世界杯旅程真心没有如此尴尬
的出发。在背水一战的绝境之地，梅西终于
爆发了。开场仅仅 14 分钟，巴内加送出一
记挑传梅西连停带过，凭借着出色的人球结
合技术，毫不减速地向前，破门得分。作为
足球史上最著名的金左脚之一，梅西通常情
况下喜欢依靠左脚完成技术动作。但这一
次，梅西选择右脚大力推射。梅西的这次射
门，势大力沉极为精准，皮球直挂球门右上
死角。这个进球，是梅西世界杯生涯第 6个
进球，同时也是他本届世界杯中打进的第一
球。破门之后，梅西罕见地显得极为激动。
这个进球，也直接改变了阿根廷队的命运！

从视觉效果来看，这是一个很震撼人心
的球，继续拆分细节来看，更令人叹为观

止。梅西在这个进球过程中一共就 3 次触
球。第一下，用大腿将巴内加的过顶传球卸
下；第二下，在球尚未落地时，用左脚将球领
了一下；第三下，就是用自己并不惯用的右
脚，打出了一脚高质量的斜射，攻破了尼日
利亚队球门。

可以说这当中的每一步，技术壁垒都非
常高，从大腿卸球，到左脚凌空领球，再到右
脚的斜射，在细节上任何一下稍有差池就会
前功尽弃。可以说这个球是平衡性、触球质
感、脚下频率都达到极致，以及射门最后一
下处理极为冷静的综合产物。天人之际的
触球之感，无与伦比的脚下频率以及神鬼莫
测的身法变换，三者结合到一起，才能够以
一种看似轻而易举的方式，令对方防守球员
缴械。值得一提的是，此球梅西最后采用的
倒地卧射，也堪称绝妙。这种对球的驾驭能
力，在极短时间内连续做出有效动作的能力
（也就是梅西历史无二的动作速率），以及在
进入山重水复的绝境时，用一种不同寻常的
处理球方式起到柳暗花明效果的能力，是梅
西历史最顶级射门技术的集中体现。

不过，阿根廷最终能取胜的一大原因，

恐怕是球队没有把宝全部押在梅西身上。
梅西下半场没有上半场活跃，却也并非消
失，可以看到他单斗埃泰博，最终被放倒。
阿根廷最后时刻打出效果的不是梅西偏重
的右路，而是左路。迪马利亚被换下前是塔
利亚菲科的插上助攻在起作用，球队右路防
守在最后的疯狂时刻开始吃紧，穆萨在这一
侧发动过两次极具威胁的反击，但均未进
球。最终是梅尔卡多助攻罗霍绝杀，两名后
卫成为改变阿根廷命运的人，而不是梅西，
这对梅西绝对是件好事，他不能承担所有压
力，球队必须要有其他人站出来。

主帅桑保利认为，进入淘汰赛后，阿根
廷将开始自己“新的世界杯”，这是他们的世
界杯下半场。梅西状态正在回升，爆发力十
足，他仍是世界上最有威胁的球员。

经历过小组赛的涅槃重生，尽管阿根廷
队仅以 D 组第二名身份晋级 16 强，但是淘
汰赛首轮面对C组头名法国队，谁又敢说梅
西不会带领阿根廷队续写神奇呢？在阿根
廷艰难取得淘汰赛资格之后，社交媒体瞬间
爆炸，人们都知道，世界杯同样需要阿根廷，
需要梅西的精彩演出。

挽狂澜 梅球王终于回归血性头 球

@梅西LeoMessi10：由衷感谢每一个不远
万里来到现场支持我们的球迷，同样感谢在阿根
廷国内为我们加油呐喊的球迷们。这件国家队
战袍高于一切！

@刘建宏：不论如何，梅西都会是热点。作
为一个球迷，我支持德国队，但看到梅西精彩的
表演，我还是会陶醉其中，就如同看到C罗2.4米
高度完成倒钩一样。别争了，生活在绝代双骄并
行于世的时代，我很幸福。

@只发壁纸：有些人永远不懂球迷那种对一
支球队的热爱情绪，当阿根廷失利的时候我难过
地哭了，抑郁了好几天，毫不夸张。当他们绽放
光彩的时候我又哭了……因为我始终坚信，梅西
是王者。喜欢梅西9年了，他的每一场球赛看了
不下4次。

@徐江故事会：在俄罗斯，我基本上看到有
关阿根廷标志的帽子、T恤都买。世界杯结束后，
回国，继续抽奖开送。我不在乎阿根廷踢到什么
程度，我只在乎他是阿根廷队。天佑阿根廷，天
佑梅西，马拉多纳，阿根廷，我们与你同在。

（本报记者 陈 璋整理）

七嘴八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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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北京时间66月月2727日晚日晚，，世界杯世界杯FF组最后一轮风云突组最后一轮风云突

变变，，韩国队在伤停补时阶段韩国队在伤停补时阶段，，依靠金英权和孙兴民的进依靠金英权和孙兴民的进

球球，，奇迹般地以奇迹般地以22∶∶00击败卫冕冠军德国队击败卫冕冠军德国队。。而另一场比而另一场比

赛中赛中，，瑞典瑞典33∶∶00大胜墨西哥大胜墨西哥。。最终德国队小组垫底出最终德国队小组垫底出

局局，，瑞典队和墨西哥队出线瑞典队和墨西哥队出线。。图为韩国队球员金英权图为韩国队球员金英权

（（中中））与德国队球员马与德国队球员马··戈麦斯拼抢戈麦斯拼抢。。 （（据新华社据新华社））

一股清新

巴拿马 VS 突尼斯29日 02:00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却要解解气。抛却了
功利，只剩下纯粹的竞技，这反而会来一场小清
新。新军巴拿马已实现了进一球的小目标，再进
一步拿一分也是个不错的好目标。来了就是胜
利，每进一步就是突破，创造历史的好机会，当然
不会轻易放过。雄鹰早早折翅，也要最后一飞。
论底蕴、实力，他们都要高出一截，只是要擦擦灰
头土脸，带一场胜利回家，也算一个大突破。

（本报记者 尹晓军）

波兰日本 VS

一鼓作气

靠顽强，东瀛武士才在最不被看好之时，取
得了最好身位，扛起了亚洲队突破的大旗。只要
不输，就稳稳出线，这在此前，谁能想象。顽强的
斗志，灵巧的技术，频繁地跑位，这是日本人能以
弱胜强的法宝，继续这样以我为主打下去，绷紧
求胜的神经，出线不是问题。心中憋着一口恶气
的东欧铁骑，肯定也在算计着叼块肥肉回家，但
这股气，恐怕也没有多少底。日本人如果能抢到
开局，在上半场磨掉波兰人的那残存的一点斗
志，再一鼓作气，大事可成。

28日 22:00

点 球

卡希尔：再见之后，，说再见说再见
新华社记者 王浩宇 树 文

澳大利亚球迷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苦苦
等着两件事：一是澳大利亚队什么时候能赢
球，二是何时能在赛场上再见蒂姆·卡希尔。

澳大利亚队的替补席上，38 岁的卡希尔
也在苦苦地等着。“袋鼠军团”在小组赛前两
轮一平一负，在最需要进球的时候，主教练范
马尔维克都没有派上卡希尔，尽管这位老将
过去3届世界杯都有进球，而且是澳大利亚队
史上的头号射手（50球）。

26 日的这场“生死战”，澳大利亚必须战
胜秘鲁才能保住晋级的一线生机，然而 50 分
钟过后，0:2落后的比分让到场的澳大利亚球
迷陷入了绝望。直到第53分钟助理裁判高举
的换人牌上打出了“4号”的号码，澳大利亚球
迷集体起立，用力地挥动着手臂，爆发出了开
赛后最热烈的欢呼声。

对他们来说，蒂姆·卡希尔的名字代表
着一位传奇、一个奇迹和一种信仰。这位个
头不高、球风强硬、喜欢在进球后对着角旗做
拳击动作的“老男孩”，缔造了澳大利亚足球
世界杯史上的数个伟大时刻。

2006年德国世界杯，卡希尔最后 10分钟
连入两球，率领澳大利亚 3:1逆转日本。2014
年巴西世界杯，卡希尔面对荷兰轰出一记凌
空世界波，被“外星人”罗纳尔多盛赞为赛事
最佳进球。本届世界杯预选赛，卡希尔在澳
大利亚与叙利亚的亚洲区附加赛次回合独中
两元，将“袋鼠军团”送进了与北中美及加勒
比地区第四名争夺世界杯门票的附加赛。

可惜在索契的这个下午，没有进球，没有
奇迹。卡希尔和喜爱他的球迷们，再见之后，
也到了说再见的时刻。

裁判吹响终场哨后，卡希尔独自走向秘
鲁的球门，像跟老朋友道别一样轻轻地拍了
一下门柱。随后他脱下球衣走向本队替补席
后的球门看台，将自己的世界杯告别战球衣

送给了一位
小 球 迷 。 和
队友一番互相

致意后，卡希尔再次回
到那片看台，将自己的球鞋

扔给了球迷，这才挥手离开。
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

年。卡希尔已不复当年之
勇，世界杯之所以被主帅范马
尔维克摁在替补席上，也并非
没有道理。本赛季卡希尔在澳超
的墨尔本城队捞不到一点上场时间，
和球队解约后在冬窗加盟了英冠米尔沃
尔队，但最终仅总计出场63分钟，没有任
何进球入账。对于 38 岁高龄的他来说，
不会再有下届世界杯了。

世界杯上的每一次告别，并非都是完美
的。但卡希尔此番也并非空手而归，替补出
场后，他成为澳大利亚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
出场球员，也是队史第三位连续 4 届世界杯
登场的元老。唯一的遗憾是，他没能再进一
球，然后跑去角旗区，再来一套激情四射的
组合拳。

任意球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天助自助者。随着阿根廷队在比

赛最后时刻死里逃生，梅西也用关键
战上的进球，在近来各界的指责声中，
为自己迎来了喘息机会。开赛之前被
人们热议的阿根廷与葡萄牙之战，也
随着在这两支球队同样进入淘汰赛上
半区而有了些许可能性。在与克·罗
纳尔多这场可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比
赛发生之前，梅西先跨过了那位与他
在足球梦开始的地方携手出发的另一
位天才，米克尔。

梅西的“国字号”生涯中，写满了
尼日利亚队的名字，他所获世青赛和
奥运会的金牌，决赛对手都是尼日利
亚。时间拉回到2005年世青赛，两队
会师决赛，梅西打进两球击败对手，并
荣膺赛事金靴奖与金球奖。米克尔在
决赛中送出助攻一度帮助球队扳平但
还是功败垂成，但人们对于他的期许
并不亚于梅西，毕竟决赛上他像齐达
内般指挥调度，一度带领着球队全场
占优。

在人们对于两名超级进攻手未来
的对抗充满期待时，命运的机关开始
运转。世青赛结束不久，梅西获得了
国家队处子秀和代表俱乐部出战欧冠
联赛的机会，由此开启了自己荣誉等
身的职业生涯。同年，经过曼联与切
尔西的明争暗斗后从挪威联赛加盟蓝
军的米克尔，被时任主帅穆里尼奥逐
步改造成干脏活累活的工兵，在首发
和替补之间游移不定。

此后的两人并非没有交集。2012
年欧冠半决赛上，进攻越发退化的米
克尔成功盯防梅西，代表切尔西在与
巴萨的苦战中居功至伟。再加上与拜
仁的决赛，尼日利亚人用堪称俱乐部
生涯最佳的 3 场发挥耗尽全部天赋，
在随后几年扮演“边缘人”的角色后离
开英超豪门，转战中国。梅西则依旧
是那个站在巅峰的梅西，尽管质疑从
未离开过他的耳畔，但争取荣誉的脚
步始终跋涉不停。

两条原本渐行渐远的轨迹在本届
世界杯上重新交会。在对各自来说都
是出线生死战的交锋上，同样31岁的
两位10号队长，似乎都找回了13年前
争强好胜少年的模样。从开场第4分
钟的短兵相接开始，两人的攻守对抗
不断，米克尔早已不是当年齐达内一
般的进攻天才，尽管付出了不知疲倦
的跑动和全队最多的成功传球数，却
还是在最后时刻错失出线权。梅西在
开场建功后，脚步也同样沉重，但幸好
球队度过低谷期后重整旗鼓，在最后
一波攻势中见效，把握住了微弱的出
线机会。

这就是足球，无论你自己有多么
努力，没有与队友的同频共振，任何胜
利都无从谈起。而对于曾经齐名的两
人，如今再次错身的命运，对彼此来说
是否公平？也许这从来就是一个伪命
题。体育世界里的每一对双雄、双娇，
并不是天选或者由媒体指定的，而是
在时间见证下大浪淘沙的产物。试问
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的“四大才子”，
除了梅西、克·罗纳尔多，剩下的卡卡
和鲁尼如今又在哪里？

舍甫琴科与雷布罗夫、罗本与凯
日曼、拉姆与欣克尔、内马尔和甘索，
足坛的一对对“双子星”，就像你人生
中那些曾并肩前行的人，不知道什么
时候就不见了……如今C罗与夸雷斯
马这对少年英雄在职业生涯暮年又重
新合体的，都已算是凤毛麟角。

人生也是如此，当你以为你是与
梅西交相辉映的“C罗”时，但实际上
你只是“米克尔”（此处并非不敬），就
算相遇，也并不是把酒言欢，只是朝着
不同方向前进时的擦肩而过罢了。梅
西在等来葡萄牙巨星之前，先等到了
米克尔，不知道这走着走着就散了的
两个人，在90分钟命运瞬息万变的硝
烟里，是否有那么一瞬间从对方身上
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郑 昕）

太极虎神了 德国战车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