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风熏得阿人醉，只把卢
赛尔变安菲尔德？

沙特逆转击败阿根廷！本
届世界杯最大冷门就此诞生！

在沙特之前，两支亚洲球队
的表现并不能让人满意。揭幕战
卡塔尔撑到第16分钟开始崩溃，
伊朗撑到第35分钟开始丢球。

沙特能撑多久？
沙特开场不到 10 分钟就丢

球了，比另外两支亚洲球队还丢
得更早。

但是早早丢球的沙特，却并
没有轻易放弃比赛。

阿根廷队上半场有几个进球
连续被吹越位不算，在采取了全
新的半自动越位技术之后，越位
的进球要想蒙混过关很难。

在上半场结束前没有把比分
扩大，给阿根廷埋下了一丝危机，
也给沙特留下了一点翻盘的希

望。
下半场开始之后，沙特人的

反攻拉开序幕，迅速地连入两
球，让沙特在比分上完成了反
超。其实此时此刻，阿根廷仍然
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翻盘。但在
忽然变成落后之后，阿根廷队除
了慌乱和迷茫，在比赛结束前都
没有显示出真正的可以反超比
分的能力。

和沙特的刚硬顽强相比，阿
根廷队踢得又软又磨叽。最终，
这几天世界杯上最大的冷门就
此诞生。

话又说回来，梅西和迪马利
亚，真的有点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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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这次输球
还能进决赛吗

阿根廷和沙特的比赛开场
哨响的时候，几乎所有人等着
的是亚洲球队本届开赛以来的
三连败，没有人想到他们即将
见证的是世界杯92年历史上最
大的冷门。

开场不久梅西点球为阿根
廷首开纪录，比赛的展开却走
向神奇。先是本届世界杯投入
使用的“半自动 VAR”明察秋

毫地让阿根廷足足被判了七次越
位，超过了他们在上届世界杯上
越位次数的总和，其中更有三个
进球被吹，令人叹为观止。这其
中固然有“半自动 VAR”判断更
快更准的因素，沙特极具针对性
地造越位战术执行得非常坚决，
显然是考虑到了助理裁判系统的
升级有备而来。

下半场则将以另一种方式载
入史册。沙特开场不久就在6分
钟内连进两球，而且进球都来自
运动战。阿根廷的后防漏洞明
显，上半场的连续越位也让他们
的进攻变得瞻前顾后，沙特的防
守尤其是门将的出色发挥，让他
们坚持过长达 10 分钟的伤停补
时。

这场爆冷很可能是世界杯整
个历史上最大的冷门。阿根廷虽
然在 1990 年以上一届冠军的身
份在小组赛输给了喀麦隆，但喀
麦隆毕竟还是非洲劲旅，较经常
在世界杯成为“惨案”主角的沙特

高了至少一个档次。1950年美国
1比0击败英格兰和1966年朝鲜1
比 0 淘汰意大利，在强弱对比上
也许可以和本场比赛相提并论，
但毕竟年代久远，当时的足球也
远不像如今这般专业透明。在球
队实力没有太多秘密可以隐藏的
现代足球时代，阿根廷被沙特逆
转，就是最大的冷门。

回顾整场比赛，除了新的
VAR 和沙特队半个主场之利之
外，卡塔尔世界杯特殊的时间点
或许也有影响。从俱乐部到国家
队，梅西需要进行大幅度的战术
切换，因此对磨合时间的要求更
高。难得阿根廷这次队内队外气
氛颇佳，但首次腰斩联赛赛段的
世界杯，将备战时间压缩到了极
致，也令阿根廷的战术打磨受阻。

当然，即便加上这所有因素，
恐怕暂时也无法解释这场比赛。

好在，上一次阿根廷被爆大
冷的1990年，他们最后还是进了
决赛。这一次呢？

亚洲球队不堪？

卡塔尔世界杯赛战幕已经拉
开，在前两天的比赛中，继东道主
卡塔尔队以 0 比 2 完败给厄瓜多
尔队、成为世界杯赛历史上第一
个东道主在揭幕战中输球的队伍
之后，目前在亚洲足坛排名最高
的伊朗队又在首轮比赛中遭到英
格兰队6比2痛击，遭遇参加世界
杯赛历史上最惨失利。两支亚洲
球队亮相，居然全线溃败。不过
沙特队爆冷战胜夺冠热门阿根廷
队，让所有人惊叹。亚洲足球的
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进一步下
滑了？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疑问。

不得不说，本届世界杯揭幕
战中，东道主卡塔尔队不堪压力，
并没有将自己的真实水平展现出
来，因而被厄瓜多尔击败，多少有
些令人失望。而伊朗队输给英格
兰队，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
谁也没有料到会丢那么多球。而
且，必须要承认：英格兰队本场比
赛中的表现同样令人意外，因为
带着世界杯赛之前连续六场不胜
的战绩走到卡塔尔，看好“三狮”
夺冠的球迷并不会很多，但又不
得不说，英格兰队依然还是本届
赛事的夺标热门，只是不像阿根
廷队、巴西队那么热。所以，亚洲
球队输球并不意外，沙特爆冷才
让人意外。

实际上，如果不是卡塔尔承
办本届赛事，亚洲就不可能有 6
支参赛队，让本届世界杯赛成为
有史以来亚洲参赛队最多的一
届。从伊朗队、韩国队、日本队、
沙特队、澳大利亚队这五支上届
赛事就参赛的亚洲队伍来说，至
少可以说，过去四年来，亚洲足球
并没有什么进步。对照一下欧洲
与美洲的参赛队之变，就可以看
到欧美足坛争夺之激烈。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世界杯
赛就是欧美球队的天下，是欧美
球迷们的世界杯、狂欢的节日，与
亚洲并无太多的关系，亚洲球队
也就只是一个参与者而已，尽管
日本队的进步很快、具备了欧洲
二流水准。对亚洲球迷也一样，
仅仅只是看个热闹而已。所以，
整体而言，亚洲球队能够在世界
杯赛上拿到一场胜利就已经算是
一个很值得高兴的事情了，全面
失败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事情。

不过，接下来，在我们关注韩
国队与日本队的表现时，伊朗队
依然还有很好的机会晋级，毕竟
输给英格兰队在情理之中，与同
组的美国队与威尔士队依然还有
得一拼，更何况美国队与威尔士
队1比1言和，这个结果对伊朗队
还是比较有利的。沙特队已经占
了先机，希望他们今后能有更好
的表现。所以，不着急评价亚洲
球队整体水平，还是耐心看看后
面会如何发展。

●卡塔尔毫无招架之力就
告败了揭幕战。这场比赛在开
赛前被热炒得足够闹猛，其温
度超过了以往所有的世界杯揭
幕战。有爆料称卡塔尔已经成
功收买了厄瓜多尔的七名主力
球员，让他们在揭幕战中放水
给东道主球队。厄瓜多尔在世
界杯里打打酱油无所谓的，而
东道主的颜面太重要了。爆料
说卡哈尔一方换出了780 万美
元搞定了这笔买卖。不少球迷
信以为真，在博彩中押上了卡
塔尔。我一听到就认为这是谣
言一则。且不说如此机密的交
易怎么就这么轻易地露馅的，
单就交易金额数目仅仅780 万
美元就能掂量出谣言者只是一
个小儿科的水军小卒。东道主
为主办世界杯千金一掷，倘若
真的要动动手脚的话，塞给对

手球员每人千万美元才靠谱。几
百万买一支球队？太抠门了吧。
上当这个谣传的信者也是够小儿
科的，还没有见到过大铜钿。呵
呵。

●厄瓜多尔队长瓦伦西亚
梅开二度击碎了东道主首战不
败的定律。他成为厄瓜多尔在
世界杯上的英雄，也是世界杯的
新角儿。上一位在世界杯上“一
战成名”的厄瓜多尔人莫雷诺却
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当
主裁判执裁韩国世界杯1/8决赛
韩国对阵意大利，将明显点球判
为托蒂假摔而将其罚下，维埃里
的进球又被强吹为越位。莫雷
诺后来承认了他的黑哨行径。
他后来走私6公斤毒品在美国入
狱，意大利人为此举国欢庆。一
段如烟往事。

●瓦伦西亚的第一个进球

被 SAOT 吹掉，英文简写 SAOT
为“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它
是世界杯上的新角儿，这项技术
首次被应用于世界杯舞台。它
在足球内安装了传感器，每秒
500 次频率传送足球的精确位
置。它还在球场内有 12 个跟踪
摄像头，可以追踪每个球员身上
29 个点来确定其实时位置。它
还能自动生成一幅三维图像来
展示给场上球迷和收看直播的
观众。意大利主裁以越位取消
客队进球时，网上骂声不断:“裁
判也被黑金收买啦!”稍后 SAOT
的三维图像呈现荧幕，确认客队
11 号球员半条腿处于越位。大
家方才闷脱。SAOT是视频裁判
与赛场裁判的好帮手。为它的
登场拍拍手、喊喊好吧。哈哈，
它会懂吗。

揭幕战前，其实看好卡塔尔
队的人不少，包括我。

卡塔尔是第一位为世界杯准
备了整整12年的东道主，这要归
功于国际足联在 2010 年 12 年前
举行的世界杯申办投票，破天荒
地一次性选出两届举办国。

12年时间已经足够两代球员
成长起来，但作为常住人口不过
200余万（其中只有不到15%为卡
塔尔人）的小国，能找到足够的苗
子并培育成才吗？

在世界杯揭幕前，卡塔尔队
所做的一切看起来非常正确。

在拿下世界杯举办权后，就
开始海选足球新星，并将挑选地
安排在阿拉伯及北非区域，这保
证了小球员们与卡塔尔存在文化
与宗教上的纽带，可以更快地融
合在一起；球员们在投巨资建造
的阿斯拜尔青训中心里一起成长
起来，确保了战术的统一性，也更
容易队内产生默契；其中少部分
优质球员在十七八岁时被送至西
班牙、比利时的职业俱乐部青训
营深造，随后分批次进入萨德、杜
海勒等几家卡塔尔顶级俱乐部。

而在国家队层面，整个培养
计划也显得非常有计划性。主教
练桑切斯从阿斯拜尔青训营期间
就已带队，随后在海选苗子的基
础上组建的 U17、U19、U23 等 U
字号队伍同样由这位西班牙人带
队，直到进入卡塔尔成年国家
队。在夺得亚洲杯冠军后，卡塔
尔队也安排了一系列外出参赛计
划，先后出战了美洲杯、中北美及
加勒比金杯赛和欧洲区世预赛
（以不计名次成绩的方式成为 A
组的“第六支”参赛队），通过比赛
来寻找与欧美队伍交手的感觉。

但在真正的决赛面前，一切
准备都失效了。这支被寄托了巨
大期待的球队，也背负上极大的
压力，这一切从球员们在场上僵
硬的动作和急躁的表情就可以窥
视。开场后就挥散不去的慌乱，
让 卡 塔 尔 早 早 失 球 —— 即 使
VAR在第3分钟辨别出“体毛级
越位”先救了东道主一命，但也只
是“缓刑”13分钟而已——比赛的
节奏被厄瓜多尔牢牢掌握，卡塔
尔的失败在第31分钟0比2落后
时其实已经注定。

在亚洲层面已跃居顶级的卡
塔尔队，在南美二流队伍面前沦
为鱼腩。这样的现实非常残酷，
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哪怕
耐心地从 12 年前就开始了育苗
工程，而且整个过程也堪称科学，
但一直种在亚洲还是结不出果
子。无论是卡塔尔国内，还是整
个亚洲，缺乏高水平足球发展的
土壤。只有将大批种子送去欧
洲，或许才有出路。

惊天大冷门 “科学育种”
失败的教训

戏剧化

麦城

世界杯新角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