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大饭饭馆馆里里不不能能只只有有招招牌牌菜菜
1比0，瑞典战胜了瑞士。这是双

方自2002年交手之后，各自“修炼”
16年交出的最终答卷。

对于我这样的伪球迷来说，看
瑞士和瑞典的比赛相当痛苦。更重
要的是，我还不能“发自肺腑”地对
这两支球队来一次声讨，因为瑞典
和瑞士为我们联合奉上的表演，已
经拼尽全力。甚至瑞士的球员短裤
被对手拽掉的时候，还不忘记拼命
防守。

和法国与丹麦在小组赛最后
一轮的默契球不一样，人家那是“装
没意思”，瑞典和瑞士是真没意思。

这就如同吃惯了各大饭店的招牌
菜以后，另外一家饭馆做出再怎么
精制的饭前小菜，也让人提不起胃
口。

世界杯，就是这样的大饭馆。它
让我们的舌头变得挑剔，因为我们
品尝了C罗梅西遗憾出局的酸，触
碰了日本队为亚洲增光的甜，品味
了世界豪强纷纷提前回家的苦，也
被内马尔的夸张表演辣到了眼睛。
但无论怎么说，世界杯，让我们的

“味觉”起了反应应。
但瑞典和瑞士的比赛不同，两

支以快速反击见长的球队碰到一

起，就如同两块铁板一样在碰撞，而
我们的感官，已经习惯了两支刺刀
的比拼——— 我们习惯了刀刀见血
招招致命的进攻，但对这样看似“粗
中也没细”的比赛，有些瞧不上眼。

如果就战术上来看的话，双方
谁先进球基本上就等于判了对方
极刑——— 都是防守反击，失球方势
必因为比分的落后，改变自己的战
术打法。而比赛的进程也完全在这
样的意料之中，尽管瑞典在第67分
钟的进球颇有运气成分，但这已经
足够迫使瑞士在随后的比赛中倾
巢出动。这一点来看，本场比赛的

“嚼头”，并非完全没有。
只不过，双方在技术上的相对

粗糙，让比分并没有最终更改。而我
所期待的“招牌菜”，最终也没有端
上来。

一盘开胃小菜，并没有让我吃
好。但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上，什么
菜都要品尝品尝，才不枉这4年一度
的大饭馆，“重新”开张。

我们似乎还没从德国队小组未
出线的阴霾中走出，一转身就陷入
了西班牙队出局的目瞪口呆中，前
天晚上又险些给比利时送行。“球赛
反着买，别墅靠大海”，就像网友调
侃的一样，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真
的冷如冰窖，“玄学”二字也在我的
脑海里不断出现。

不管是已经延续3年的卫冕冠
军小组出局的魔咒，还是扯上诸如
历史、地理因素造成的球队之间的
胜负平，似乎真的有一种神秘力量
能将一场场赛事“控制”。

我是坚定地相信科学的，但
却在种种“玄学”面前无力辩驳。
比如在国内社交媒体上的“世界
杯球队实力榜”，排名前四的德国
队、阿根廷队、葡萄牙队和西班牙
队相继出局，彼时巴西和墨西哥的
比赛还未进行，看着排在第五位
的巴西队的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阿根廷小组赛最后一场赛前，
我在微博上偶然看到，一歌手给刘

语熙送了一件尼日利亚的球衣，最
终阿根廷起死回生。被称作“来自
东方的神秘力量”的刘语熙，“穿谁
球衣谁倒霉”，有网友调侃“她的比
赛预测，只要你做好了阅读理解就
是送分题。”

虽然上述种种看起来确实都
很玄学，可仔细想想，总觉得哪里
还有些破绽。西班牙赢不了东道
主，是因为他们确实欠缺破“铁桶
阵”的那一脚；德国队未出线，你说
它“冠军魔咒”也罢，但事实是他们
踢得真不怎么样。换句话说，所有
的结果是比赛双方就这一场比赛
实力发挥的真实写照，只不过结果
和“玄学”契合了。足球的发展并
不应基于过去，“魔咒”固然在，但
临场的发挥更为关键，跳出所谓

“玄学”的球队多得是，比如仍在
为豪强正名的巴西队。

再看看之前的排行榜，你还
相信“玄学”吗？

（本报记者 李震）

抛开比赛胜负不谈，我还是更
喜欢英格兰前锋瓦尔迪。一个并没
有多少天分，却一直努力的球员。

同J罗23岁就已闪耀世界杯
赛场不同，瓦尔迪25岁才成为一
名职业球员，之前在英格兰低级
别联赛效力。他作为业余球员生
涯也十分不顺，16岁被谢周三解
约，周薪一度只有30英镑，为了
谋生，他不得不去药厂打工。

周薪30英镑啥概念？每天一
顿麦当劳都吃不起。后来的故

事，大家都知道——— 他在短短5
年间，霸占各级联赛射手榜，实
现了从业余球员到英超冠军的
逆袭。

看过J罗梅西等天才，我心里
只有仰慕的份儿，因为他们的天
赋实在太难得了，千百年一遇；
然而看到瓦尔迪，我看到了什么
叫做“苦心人，天不负”。瓦尔迪
的天赋在16岁那年就被否定，但
他一直没有放弃，他的踢法和他
的态度一样，就是不遗余力地奔

跑。
于是草根逆袭成英雄。
喜欢这样的故事，大概因为

它能够激励我前行。就像一部武
侠小说，一出场就是乔峰式的大
侠，很难带来精神上的触动；而
从武功低微的郭靖，一步步成长
为侠之大者，则让人备受感动。

瓦尔迪的故事，不就是大一
号的我们自己的故事吗？平凡者
努力坚持终获回报。没有天分，
努力来凑。我想起了德国传奇克

洛泽，他22岁时还在第三级别联
赛，为了谋生要干些木匠零活；
我想起了电影里的阿甘，智商不
足却一直奔跑；我想起了鲁能球
员金敬道，身板弱小却通过积极
跑动屡建奇功……

我想，大部分人生来就没有J
罗的天分，但努力下去，未必不
会成为瓦尔迪。或者，我们不需
要成为瓦尔迪，却能通过努力，
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本报记者 杜鸿浩）
□记者 郑昊

7月3日，山东省第二十四届
运动会有关情况的通气会在山
东大厦举行，会议上透露了本届
运动会的开、闭幕式以及相关准
备情况。而随着开幕式日程的敲
定，现在距离省运会开幕已进入
100天倒计时。据了解，本次运动
会的开幕式时间为10月12日，闭
幕式时间为10月20日,均在青岛
市民健身中心举行；参赛以17市
为单位分别组成代表团参加；比
赛共设29个大项，840个小项。经
统计，参加此次省运会预赛的运
动员1万2千多人，参加决赛的运
动员将近9千人。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省运会
第一次由三市联办，青岛市承办
全部比赛项目的70%左右，淄博
市承办20%，日照市承办10%。

自从1994年美国世界杯以
来，能够在每届世界杯中都保证
小组突围的队伍，总共只有两
家——— 巴西和墨西哥。

不过相比巴西的叱咤风云，
墨西哥人在世界杯淘汰赛上的
回忆却是异常痛苦的。从1994年
直至2018年，7次顺利从小组中
突围，然而每次都在淘汰赛首轮
就打道回府。1994年淘汰赛首轮
输给保加利亚、1998年被德国挡
在8强大门外、2002年世界杯八
强赛不敌美国、2006年在这一阶
段被阿根廷送回了家、2010年阿
根廷再一次当了“送行者”、2014
年成为了荷兰进入八强的垫脚
石，加上这一次在八分之一决赛
中输给巴西，墨西哥已经连续7
届世界杯止步淘汰赛首轮。

看来，墨西哥队“十六郎”的
帽子是摘不掉了。

地址：济南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厦26F 邮编：250014 国内统一刊号：CN37-0079 售价1元 邮发代号：23-312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1193号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内内马马尔尔被被炮炮轰轰，，可可我我就就喜喜欢欢他他的的““从从不不认认输输””凯恩·茜

阿根廷出局后，梅西黯然离
场，他静静地望着法国19岁的小将
姆巴佩，满眼都是自己19岁的影
子。一代英雄的落寞，令人唏嘘，但
这个世界残酷就残酷在，你无奈谢
场后，便会有人傲然登场。

19岁的姆巴佩是这样，26岁的
内马尔，依旧是。在梅罗相继离开
世界杯的舞台后，有网友恶搞喊话

内马尔，“梅西C罗在机场组团等你
回家呢！”幸好，巴西2：0战胜了墨
西哥，内马尔一球一助攻，完成了
自我的救赎，凭借一己之力带领巴
西昂首踏进八强。

看惯了梅西的天赋异禀与C罗
的强悍自律，人们对内马尔的苛
刻，总是格外多一些——— 他曾经桀
骜不驯，情绪化到让人觉得幼稚；
喜欢卖弄自己的头发，似乎将精力
都贡献在比赛应该配一个什么样
的发型上；他的新闻也大多都是与
足球无关的事情，比方说，天价的
转会、分分合合的女友等等。

但，在梅罗时代，内马尔毫

不逊色。俄罗斯世界杯，内马尔
是犯规次数最多的球员，小组赛
第一场被侵犯10次，第二场被侵
犯4次，四场比赛共被侵犯23次，
是目前为止世界杯最惨的球员。
从被侵犯次数上来看，内马尔早
已被看做一个强大的对手，被特
殊照顾着，而这无疑就是对他实
力的一种认可。

尽管内马尔被对手侵犯后屡
屡翻滚被炮轰是个演技派，甚至
连爱尔兰队主教练奥尼尔都指责

“他的这个反应是可悲的，绝对可
悲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梅西、
C罗被拉下世界杯的神坛后，唯一

扛着球队往前走的，只有这个1992
年的青年了。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为这
一刻付出了多少。我的泪水是喜悦
的泪水，它来自克服艰难，来自奋
发拼搏，来自对胜利的渴望。我的
人生中从来没有简单二字，并且未
来也不会！”内马尔的微博中流露
出英雄主义的青年应该有的成熟
与坚韧。

其实，跟内马尔一样，世界杯
上的很多球员，从来都不知道认输
怎么写，他们只知道赛场上，要欲
与天公试比高，带着球队向前跑！

（小学语文老师 牛茜茜）

天天才才的的名名叫叫JJ罗罗，，你你我我的的名名叫叫瓦瓦尔尔迪迪

皮尔洛·震 冷冷门门再再多多,,也也莫莫将将玄玄学学强强加加到到世世界界杯杯上上

“十六郎”的尴尬
墨西哥7次倒在11//88决赛上

省运会开幕
进入100天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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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

日本队在小组赛最后一轮的
“消极比赛”，让塞内加尔以两张
黄牌的劣势离开了世界杯。对于
这样的结局，塞内加尔足协很不
服气。

据报道，塞内加尔足协已经
致信国际足联，要求修改公平竞
赛原则的有关规定。塞内加尔足
协向FIFA发了2封抗议信，谴责了
日本和波兰队比赛中的非体育精
神行为。塞内加尔足协在信中写
道：“塞内加尔足协对于日本缺乏
公平竞争的态度表示遗憾。这也
使得小组排名的规则受到质疑，
当缺乏公平竞争的队伍为了不承
担竞争所带来的风险时，所有的
排名就已经失去了意义。”

目前，由于黄牌政策引发的
争议，国际足联已经表示会在世
界杯结束后对这个规则进行新的
评估。

塞内加尔足协
向国际足联告状

花絮

梅西·昊
战战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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