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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观点】】

我的世界杯是从 1998
年开始的。那年我 18 岁，
到郑州大学读书。那时高
考是 7 月，而世界杯从 6 月
开始，有机会看球的高考生
屈指可数。那厮在宿舍里
侃世界杯，有一种至高无上
的心理优势：老子的主业是
看世界杯，高考就是随便对
付的，你们这帮昆虫算个
屁。

因为有那厮，我们文化
与传播学院 1998 级足球队
很快成立。一开始，应者寥
寥，因为那厮牛皮吹得太
大，声称球龄三年以下的不
予考虑。再加上本院大多
数男生的目标是书生而非
莽汉，都很内敛，纷纷推说
不会。那厮只好一再降低
标准，直到降无可降，像我
这样有激情无技术的胖子，
也被他充实进了队伍。队
伍成立了，首先做的却不是
抓训练，而是买队服。那时
大家都穷，每人出了 50 块
钱，共计不到 1000 块的巨
款，由那厮拿着去银基购
物。那厮那时候迷恋克雷
斯波，欺负我们不懂，放着
豪门的不要，买了帕尔马的
队服。我们都觉得丑，只有
他乐不可支，睡觉都穿着。

上个世纪末，学校不允
许约会，也不允许约架，却
鼓励约球。那厮善于约球：
郑大南门操场踢野球，自
报家门是队长，认识其他
院系的球友，喝酒，约球，
踢比赛，再喝酒，约下一
场。那厮只顾约球，又忘
了抓训练。第一场跟法学
院踢，0∶3 完败。那厮郁闷
不已，依旧不抓训练，继续
跟人约球，美其名曰队伍要
在实战中成长。第二场跟
商学院踢，半场被人踢进 6
个，踢着踢着连裁判都不打
招呼溜了。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支
撑球队不散的原因，是那身
衣服太丑，平常没有勇气
穿，扔了又太浪费。好在那
厮开始意识到训练的重要
性。他私下约我谈心，说在
他的排兵布将中，我是比较
重要的一环，关系整个球队
的荣辱。后来我才知道，他
对 每 一 个 人 都 是 这 么 说
的。他对我的要求是五个
字，过球不过人。我的位置
是中后卫，背后就是守门
员。他精辟地指出，我的优
势在于虎背熊腰，缺点在于
转身慢、速度慢，对方前锋
一到，我用摔跤相扑的基本

打法将其制服，球留给守门
员去办。经过训练的球队
果然焕然一新，他找了当时
实力最弱的现管院开刀，最
终1∶0小胜对手，是他亲自
操刀的点球。

2002年，中国队杀入世
界杯，这是破天荒的事。那
一年，文传院足球队一路点
球大战，最后荣膺郑大世纪
杯冠军，也是破天荒的事，
此前从未有文科区球队进
入四强。那厮便是院队队
长。韩日世界杯开踢时，正
面临毕业，那厮租了房子，
买了台二手电视看球。当
年还缺乏赌球渠道，变相地
挽救了他赌球必然破产的
命运，因为我们最大的赌
注，无非是光肚仰韶、黄皮
许昌。

再之后，每到世界杯，
那厮就要改变一个月的作
息时刻表，按照德国、南非、
巴西的时间日出而作，日落
而球。这次，轮到了俄罗
斯，好在时差不大，白天还
能联系到人。从 1998 年到
现在，20年过去了。而按照
那厮的纪年方法，不过5年
而已，岁月，无非几回世界
杯，那厮也依然还是少年。

随着世界杯淘汰赛开赛，
VAR“靠边站”了！作为熬夜
看球的吃瓜球迷，我并不清楚
究竟发生了什么，央视解说员
语焉不详的说法是，国际足联
开了个会，会议精神是“球场
上还是要由裁判来主导”。总
之，无论发生了什么，从淘汰
赛开始，在小组赛里抢足戏份
的 VAR 就被放在了板凳上，
出场机会大减。

本届世界杯把足球带进了
VAR 的时代，于是，世界杯画
风变了，赛场上经常出现这样
一幕——主裁突然吹停比赛，
手按耳机与坐镇后台的视频裁
判进行交流，还会跑到场边仔
细观看视频回放……据统计，
小组赛期间有 12 个点球是由
于VAR而产生，2个点球被推
翻。没有VAR，韩国对阵德国
时的第一个进球会被吹掉，果
真如此的话，第二个进球应该
也不会有，更加有可能的是，没
有丢球、士气满血的德国人可
能还会赢！所以，说VAR改变
了足球的历史，并不过分。相
较于网球、排球等运动，足球的
这一天，来的甚至可以说有点
晚了，但迟到总比不到好。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我等
球迷欣慰于马拉多纳的“上帝
之手”以及兰帕德的“进球被
吹”之类闹剧、悲剧、冤案、错
案，今后将因 VAR 的出现而
最大限度得以避免的时候，一
切又回到了老路上——裁判
的眼睛重新“主导”了比赛。

墨西哥球员拉云以捡球

为掩护，隐蔽地在内马尔的伤
脚上踩了一脚，无论内马尔的
反应是否夸张，这一踩都该被
追责。清晰目击全过程的视
频裁判尽职地出场了，但一分
多钟之后，一切就跟没发生过
一样。我对此的理解是，不是
拉云不该罚，而是根据VAR做
出追罚，已经不符合“现阶段指
导原则”了。

毫无疑问，足球场上的争
议很多时候并不是非黑即白，
争议往往在毫厘之间，即使面
对视频回放，双方也可以各说
各的理。但是，看清争议的细
节，毕竟有助于减少误判，比

“一眼定乾坤”好得多吧。淡化
VAR的作用，是为了维护裁判

“第一眼判罚”的正面形象吗？
当保证公平的力量输给了任何
的现实考量，公平就被淘汰了。

VAR来了，我们看到有涵
养的德国人尊重规则，伤心但
安静地离去，我们也看到愤懑
难抑的球员对着转播镜头比
划出个屏幕，嘴里念念有词

“VAR IS BULLSHIT”。每个
人都有对 VAR 的理解和感
受，我一介球迷，觉得这家伙
让比赛变得更加公平，而且，
能让那些妄图通过“误判”左
右比赛的人，死掉八成的贼
心。我也因此认为，想“做掉”
VAR的人，一定没安好心！

世界杯真不该让 VAR靠
边站，不过，从已经进行的几
场淘汰赛来看，不乐观。但愿
是我想多了。

岁月，无非几回世界杯
□南飞雁（著名作家、编剧）

当第52分钟乾贵士远射打
入第二粒进球的时候，国际足
联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推
文：“现在是东京时间凌晨四
点，当你看到这个比分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做梦？”比
赛的最后10秒钟，比利时人完
成一记绝杀，这场梦醒了。

这是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
比赛，对于比利时，在世界杯淘
汰赛的舞台上，落后两球还能
逆转对手的情况屈指可数。而
对于日本，他们踢出了一场让
所有人铭记的比赛，他们完全
可以在领先之后龟缩防守，或
者在被扳平后把比赛拖入加
时，但日本队用持续地进攻让
身价比自己高出10倍的对手有
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虽然只
能有一个球队晋级，但其实两
队都是最终的赢家。

自 1998 年法国世界杯开
始，日本队已连续6次进军世界

杯，这是第三次闯进十六强。8
年前，日本与巴拉圭鏖战120分
钟，最终倒在了12码前，无缘八
强。此次出征世界杯，日本 23
人名单中的旅欧球员从8年前
的两人猛增到了史上最多的15
人。如果不是3月临阵换帅，西
野朗招入大批老将，旅欧球员
还会更多。在欧洲富有挑战的
环境下，日本球员迅速成长，整
体也已经完全蜕变成漂亮的技
术控球风格。

比赛中，日本球迷在看台
上展开了一幅《足球小将》大空
翼手捧金杯的巨型TIFO，日本
足球的世界冠军梦看似荒诞，但
他们辛勤耕耘几十载，风雨无
阻。正是伴随着这样的激励，日
本成长起了“80 后”黄金一代。
这届世界杯，香川真司、本田圭
佑、长友佑都、冈崎慎司这些从
2008年北京奥运开始追梦的一
代终于要集体告别了，而年轻一

代早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的前
途依旧是无限光明的。

记得日本高中联赛的球队
输球后，队员们在更衣室里很
伤心，教练一滴眼泪也没有，反
而丢下了一句铁石心肠的话：
如果你们早想到今天的一幕，
你们是不是会在比赛中多跑一
点、更努力一点。现在既然输
了，大家就必须要成为一名了

不起的失败者。
中国球迷对于日本出局是

一片“虽败犹荣”的羡慕之声，
但看看本田圭佑对于日本失败
后差距的总结，你就会知道在
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日本球
员不会沉浸在“虽败犹荣”的虚
幻中。

败了就是败了，擦干眼泪，
继续上路。

嘘声中晋级 掌声中谢幕

当VAR沦为“替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特派记者 王玮皓

黑科技的世界杯 我的世界杯

日本队还会继续上路

淘汰赛战报
比利时 3：2 日本 瑞典1：0瑞士

□蜗牛

日本队在比赛前进行加油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