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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从断处生

世界杯
告诉我们

当你看完巴西打韩国的上
半场就明白了，跟巴西这种队

玩严防死守，那真不是好办法，确
实防不住。

与巴西这样的强队交锋，决
不能简单化地“一刀切”熬到点球
决胜负。下一步真要看克罗地
亚、阿根廷（也有可能是荷兰）拿
什么办法去寻机取胜。

世界杯告诉我们：加强体育
运动，保持健康体魄，是可以获得
战胜疫情恐惧的。您瞧世界杯赛
场内外，阳光健康的看台上一派
无惧奥密克戎的五彩斑斓。

读小学时我们班老师就常念
叨：“困难像弹簧，看你强不强。
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经过
三年的疫情防控，我们清楚地看
到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这里还是要提毛主席说的：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战胜疫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每一
位公民都通过体育运动提升自己
的体质。

最近常有人一起交流疫情后
大众体育的发展趋势，几乎一致
的看法都是：全民健身要进入一
个新高潮，这个认识让人很开
心。我们要全力推动全民健身运
动，推进大众体育参与度，只有通
过体育运动，增强体质才能突破
疫情带来的恐惧烦躁。

说句比较凡尔赛的话，打入
本届世界杯八强的球队，除葡萄
牙外其他七个国家我都去过。我
发现这些足球强国都有一个共同
特点，就是随处可见大面积的全
民体育参与场面。

有一年去摩洛哥首都拉巴
特，著名足球教练特鲁西埃开车
拉我在他家附近转了十来分钟，
就看到不下20个街边网球场、足
球场、游泳池……所以说摩洛哥
淘汰西班牙，不是偶然，那是有扎
扎实实大众体育基础的多年积
淀。

巴西给人的感觉是资源富
饶，贫民窟也遍地。但从1985年
首次去巴西工作，后来又去过四
次，每次都会到里约热内卢海滩
转一圈。那一片玩沙滩排球、踢
沙滩足球、大海里游泳的……永
远是一派全民健身好景象。

所以说世界杯告诉我们：战
胜疫情，踢好足球，搞好全民健身
运动非常重要。

棋哥

耿耿抒怀

老骥伏枥

自说自画

一晨不染

娄一晨

刘耿

那天，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
轮，日本队逆转战胜西班牙，直接
导致德国队被淘汰出局。赛后，
笔者一时兴起，忍不住发了一段
视频，激情愤怒了一把。结果，当
天晚上就有老友S君来电劝慰。

S：老娄啊，侬做啥介激动
啦？抖音视频传了哈快！我此地
交关朋友侪来问我侬老娄阿是赌
德国队输钞票了？

我：唉，我就晓得会得出迭种
声音，讲我多数是因为赌球输钞票
所以发老急了……老兄啊，侬去
看看我那天比赛之后发额一条微
博，有图有真相！我帮几个朋友提
供额足球彩票方案里厢选额就是
日本队3、1，说明啥？说明我预计
到西班牙有可能要出事体呀……
但是我自家直播额辰光还是勿敢
相信西班牙人真额会得输脱……

S：是呀，大家侪想勿到……
所以我就想问侬假使德国队也像
侬视频里厢讲额最后也放水，放
拨对面哥斯达黎加，抱牢西班牙
一道淘汰，会得哪能？

我：唉，现在再来讨论迭额可
能性已经没意思来……我视频里
勿是讲了嘛？最关键是德国人做
勿出来呀……

S：我记得比赛当中转播镜头
拨到国际足联主席，只面孔绝对
难看哦……侬讲会勿会当时辰光
主席先生对德国队发过啥声音？

我：哦，侬老兄结棍！看事体
一针见血！直播结束我帮刘越两
介头侪觉着有迭额可能性呃，而
且可能性非常大！侬想，当时辰
光下半场刚刚开始日本队就反超
了，接下去就有消息传过来哥斯
达黎加也扳平也反超。因主席只
面孔马上就勿对了！要命啊，德
国西班牙一道拨淘汰？日本哥斯
达黎加一道小组出线？乃么本届
世界杯勿是要招势坍足啦？尤其
是哥斯达黎加，输脱0比7还好小
组出线？所以镜头里厢可以看到
因主席马上手机拎起来，估计就
是打电话拨德国足协，关照伊拉
脑子拎拎清爽，勿许瞎来八来！
再后来么大家就侪懂了，德国队
五斤吼六斤连进三只……

S：个么侬讲西班牙为啥啦？
真额是为了淘汰赛挑对手？伊拉
就没想到过假使德国队输脱个闲
话伊拉西班牙人自家也有危险？

我：唉，我只好讲西班牙人也
是一样勿相信德国队会得输脱！
挑对手是正常反应。有机会好挑
做啥勿挑？隔壁小组里厢总归是
摩洛哥好踢咯？而且还有机会避
开巴西队。但是当日本队先反超
隔手哥斯达黎加又反超额辰光，西
班牙是真额有点发老急了。

S：个么就只好讲德国人戆咯？
我：唉，一天世界……

德国队
一天世界

比分定格在 6 比 1！谁能想
到，葡萄牙和瑞士的比赛，竟然上
演一边倒的大比分，21 岁的“00
后”小将贡萨洛·拉莫斯在世界杯
上的第一次首发，就能完成本届
杯赛的第一个帽子戏法！而且是
在淘汰赛完成帽子戏法。

而这也是本届杯赛C罗第一
次没有首发。

至此世界杯八强全部产生，
八强中有五支欧洲球队，两支南
美球队和一支非洲球队。葡萄牙
的下一个对手正是淘汰了西班牙
的摩洛哥。

淘汰赛首战，葡萄牙队把 C
罗放在替补席上，而第一次首发
的贡萨洛·拉莫斯却上演了卡塔
尔世界杯首个帽子戏法。从曼联
替补到国家队替补，看上去的身
体状态和一个作为前锋的真实状
态之间，还是存在区别的。实话
实说，以世界杯淘汰赛的要求而
言，C罗目前的状态，也许更适合
以替补身份登场。

39 岁 283 天的佩佩，成为了
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进球的年龄最
大的球员！除进球之外，本场他
解围三次、封堵射门两次、拦截一
次、传球成功率73.6%、空中对抗
三次成功三次。所以年龄其实并
不是问题，状态才是问题。

本届世界杯有些老将表现还
是不错的，包括梅西，包括莫德里
奇。但本届世界杯，同样一些新
人已经开始崭露头角，英格兰队
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一个群体，而
法国队的姆巴佩依然威风八面，
巴西同样有一拨年轻人相当不
错。

总体而言，那些新老交替结
合得最好的队伍，往往在世界杯
上可以取得更好成绩。

老将和新人

忘情桑巴舞

巴西队是“彩蛋”之师，在
每一个进球之后，球员们都会

“附送”观众们一段土风舞来庆
祝破门。不过，对手的感受就
不是那么友好了。一些非利益
相关者也批评巴西人，罗伊·基
恩直言，巴西队每次进球都跳
舞庆祝的行为是对对手的不尊
重。其实，整个 2022 欧洲足坛
始终在争论这个问题：巴西球
员的舞蹈，是不是一种傲慢？
甚至还有人表示要禁止巴西球

员跳舞。
这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很

自然地觉得不是问题，巴西人的
舞蹈中又没有针对对手的侮辱动
作，只是很单纯地表达快乐，无可
厚非。但我们真正设身处地地想
想失败者的感受，当自己很丧的
时候，别人自顾自地庆祝，是否合
适，是不是在伤口上撒盐？《礼记》
有言：“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
不巷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
别人难过的时候，即便自娱自乐，
最好也不要当面有。何况有些庆
祝动作确实容易引起误会，比如
内马尔的经典“小丑”庆祝。

同时，我们也应充分体谅巴
西人的文化背景。巴西人信奉的
是简单的快乐，感觉开心，我就跳
舞，仅此而已。我亲见一个巴西
女球迷将一粒小石子放在空的矿
泉水瓶子里，自嗨地晃着瓶子、打
着节奏跳完 90 分钟。他们并没
有坏心或处心积虑地羞辱对手，
如果有这么沉重的心思，他们就

跳不出快乐足球。
我们不要忘记巴西足球又叫

“桑巴足球”，桑巴舞与足球这两
个国粹是有机地生长在一起的。
巴西的球员与球迷之间，甚至有
种默契，如果球员们进球后也没
什么表示，球迷们反而会感到惊
讶，所有巴西人也会感到担心，巴
西队用自己的舞蹈让整个国家都
处于快乐的情绪中，以舞蹈来庆
祝进球让比赛变得不那么紧张
了。据巴西前锋拉菲尼亚透露，
球队为进球准备了 10 种不同的
舞蹈动作，以备在比赛中轮换使
用。

异质文化之间的误解是最难
消除的，因为各方站在自己的文
化背景中都觉得自己对。互相了
解、互相体谅就很重要。巴西人
在编排庆祝动作时，还是要过滤
其中可能引起对手心理不适的动
作。我们也应该充分考虑巴西的
文化因素，即使庆祝舞蹈偶尔豁
边，就当是一曲忘情桑巴舞好了。

C罗使人抓狂

●C 罗没有首发，当了葡
萄队的替补。这使得一些人咋
咋呼呼：没有 C 罗披挂上阵的
葡萄牙队竟然还大开杀戒，打
得瑞士人毫无招架之力哦！C
罗的替补者拉莫斯还完成了他
的帽子戏法。老帅桑托斯在第
73分钟才安排C罗出场。C罗
打进了一粒球，被判越位在先
啦。整场比赛结束，葡萄牙以6
比1横扫瑞士，这里面可没有C
罗的功劳！这场球让一些舆论
大哗。好事者们兴致勃勃地报
告一场比赛使得C罗的三大纪
录被终结了：C 罗连续 31 场国
家队首发纪录终结；14 年来 C
罗首次在国际大赛中没有为国
家队首发；C 罗连续 20 场世界
杯首发纪录终结。C罗创造的

新纪录是他的替补球员当了首发
主力，而他变身为替补者的替补，
只登场了不足20分钟。C罗真使
一些人抓狂，有趣，很有趣。

C 罗当替补，最起劲吆喝的
是英国媒体了。他们喋喋不体地
告诉 C 罗的铁粉：曼联已经不需
C罗了。而现在葡萄牙国家队也
可以不需要C罗了。他们没有胆
量说出的一句话，大家都能猜到，
那就是：“C罗，你完了！”

●任何一个球员当替补都是
很正常不过的事情。老帅桑托斯
表示，C罗坐板凳是球队的战略决
定。C罗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
一。C罗是球队的队长，他能从整
体上考虑球队的。球队需多一些
变化，尝试一些东西，这样才能保
证球队在世界杯旅程上的继续。

如此浅显的足球道理，英国人不
懂吗？为C罗当替补而大做文章
的媒体其实是挑拔葡萄牙队新老
球员的关系，挑拨主帅与C罗的
关系。唱衰C罗，搞臭C罗，才是
他们兴冲冲、乐哈哈的原由。见
不得别人好过他们，这是英国许
多传媒的通病。人们见多了。

●C罗已经37岁了。老，是
没有办法的。C 岁今天当了替
补。C 罗明天、后天还会连替补
都当不了。C罗在以后的世界杯
赛上会坐上来宾席，如同现在坐
在那里的贝克汉姆、大罗们一
样。这有什么可惊诧的。只是当
下鼓噪C罗的英国老记们，你们
永远也到不了这样的高度上的。
看扁了你们，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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