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塔莱萨将近 40℃的高温，显然更
适合墨西哥仙人掌的生长，而娇贵的荷
兰郁金香则险些被烤得外焦里嫩。最
危险的时刻，老将斯内德站了出来，完
成罗本与范佩西都未能做到的事情，从
悬崖边拯救了荷兰队。

足球变篮球

6 月 30 日荷兰队与墨西哥队的这场
1/8 决赛被安排在巴西北部城市福塔莱
萨进行，尽管这是一座海滨城市，巴西
此时又处于冬季。但相比里约热内卢
刚刚下雨降过温后的凉爽，作为 12 座世
界杯比赛城市中最接近赤道的福塔莱
萨简直就没有从炎热的夏天离开过。

偏偏为了照顾其他大洲的电视转
播，这场比赛居然被放到了中午 1 点钟
举行，这也让当地球迷咒骂国际足联昏
庸无能又多了一条理由。

比赛当天，巴西城市街头常见的气
温电子牌，一大早就显示出了 25℃的字
样，随后一路飙升，到了中午竟然惊人
地达到了 38℃。记者站在空调房里一
度怀疑气温牌是否出现了故障，不过上
街走了 5 分钟，立即汗流浃背又让我觉
得这气温给低了。

这样的温度，即便一个人在太阳下
站一会都有中暑的感觉，数万亢奋的球
迷挤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这种炙热
感只是想想就令人畏惧。以前记者们

一直不满意组委会对媒体席位的安排，
每场比赛都要抱怨一番位置太高，看不
清比赛。今天则是第一次集体对组委
会产生了感谢之情，因为福塔莱萨的媒
体席在看台相对上方，而且正好处于阴
影当中，相比下层被暴晒的球迷看台不
断有经受不住高温的球迷被迫逃离，瞬
间觉得无比幸福。

球迷可以当逃兵，场上球员却只能
硬着头皮坚持。第 33 分钟，主裁判突然
吹响了哨声，然后两队球员纷纷走向场
外，这让我一开始十分困惑，中场时间明
明还没到，难道大屏幕上的计时器也坏
了不成。结果居然是两队球员在场边喝
了一会水，然后又回到场上继续比赛。

足球比赛居然出现了暂停，尤其是
下半场比赛裁判再次吹停比赛，让两队
球员去场边喝水降温时，落后的荷兰
队主教练范加尔心急火燎地拿着战术
板拉着球队布置战术，这本应出现在
篮球比赛的一幕真是颇具喜感。其实
这也是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起的
新规——水停，如果温度过高，裁判可
以暂停比赛一次或多次。这是 FIFA 确
认的世界杯史上首次官方叫停比赛，此
前在葡萄牙 VS 美国的小组赛中，主裁也
曾叫停比赛，但未获 FIFA 确认。

荷兰变德国

对炎热天气的不适应以及对墨西
哥队的轻视，让荷兰队在落后的情况下
迟迟无法找回小组赛横扫卫冕冠军的

状态。当主裁判已经开始看表，准备示
意场边的第四裁判举牌补时时间，世界
杯的又一大冷门仿佛即将诞生。关键
时刻，荷兰队的 10 号站了出来。

本届世界杯，荷兰队小组赛三战全
胜，状态火热，但这样的表现却与他们
的 10 号斯内德关系不大。这位上届世
界杯将荷兰带入决赛的中场核心，似乎
因为去了土超联赛而竞技状态快速下
滑。所有人都在赞扬罗本与范佩西的
神勇，却对斯内德的表现颇有微词，甚
至有比较尖刻的荷兰记者认为斯内德
配不上荷兰队的 10 号球衣。

然而这场比赛，当无所作为的范佩
西早早被换下，罗本的射门一次次被墨
西哥神奇门将奥乔亚拒绝时。斯内德
在第 88 分钟挺身而出，一记凌空抽射，
让神奇门将毫无反应。

随后，当所有人都以为大难不死的
荷兰队总算将比赛拖入加时阶段时，荷
兰人却顽强地继续发动攻势，并在补时
最后一分钟由罗本制造点球，亨特拉尔
主罚命中，硬生生逆转淘汰了墨西哥队
晋级 8强。

荷兰足球长久以来给人的印象，就
是风格华丽但缺乏斗志，就像温室里的
花朵，这也让他们始终无缘世界冠军。
而巴西世界杯，荷兰队 4 场比赛，居然有
3 场是在落后的情况下逆转获胜。这一
次更是战斗到最后一分钟取得胜利，这
样的顽强精神简直变身成了以斗志顽
强著称的德国队，这样的荷兰队也无疑
让对手感到恐惧。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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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建业（中国）
住宅集团特约刊登

河南省好新闻名专栏

□方 舟

2014巴西世界杯特刊

方言侃球

HENAN DAILY

□本报特派记者 李 悦

5球：罗德里格斯（哥伦比亚）
4球：内马尔（巴西）、梅西（阿根廷）、

穆勒（德国）
3球：范佩西（荷兰）、罗本（荷兰）、本

泽马（法国）、埃·巴伦西亚（厄瓜多尔）、沙
奇里（瑞士）

1/8淘汰赛：荷兰胜墨西哥，2∶1；哥斯
达黎加胜希腊，6∶4

老将出马老将出马
一个顶俩一个顶俩

火线直击

荷兰与墨西哥的比赛结束了，关于
点球的争论却远远没有平息。双方当事
人说法不一，媒体和球迷更是“公说公有
理，婆说婆有理”，那么此事的真相到底
如何？马克斯那个动作到底是合理的抢
断还是真的犯规？

我只能说，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有真
正的答案。无论是让裁判用肉眼来判断
还是用精密仪器做裁定。

从事后的录像和高速合成的图片
看，马克斯确实是踩着了罗本的脚，而没
有碰到球，上半场的那个摔倒的动作也
是这样。从这个角度看，裁判判罚点球
是正确的。也许有人说上半场那个为什
么不判？那就可以理解为，裁判想你这
样做已经放你一马了，你还敢这样做，再
不罚你才算失职呢，谁让你先碰到他的
脚了呢？你如果铲到球然后再踢他的
脚，就没有问题，甚至你给他把腿顺势踢
断，也是你的本事。至于说罗本的动作
太夸张，太会演戏，那也是马克斯给了他
夸张的机会，给了他表演的舞台。你不
碰着他，他这样倒，那肯定就是假摔，黄
牌伺候。

本届的争议判罚远不止这一个。开
幕式上弗雷德赢得的点球同样让人吐

槽。事后看录像也能看到，克罗地亚后
卫确实是按住了弗雷德的肩膀，至于力
道有多大，那就是量的问题，而“质”是你
确实按住他了，他才趁势倒地，从而赢得
点球。但墨西哥打进喀麦隆的那两个被
吹的球都是好球，波黑哲科对尼日利亚
的那个球也毫无问题，倒是对方的那个
进球实实在在的是突破时拉人犯规。

有争议的判罚常常直接改变比赛的
结果。1966年赫斯特那个砸横梁的球被
裁判判进，使英格兰赢得了唯一的一个
世界冠军；德国 1990 年依靠一个同样充
满争议的点球战胜了阿根廷，“捞”回来
一个冠军。如果不是这样，德、阿两队点
球决赛，没准神勇的戈耶切亚早就打破
了德国队的点球不败金身了。就拿本届
比赛来说，结果也是天差地别。没有弗
雷德的那个点球，巴西未必能拿下克罗
地亚，那 A组出线的还不知道是谁呢；哲
科的进球不被剥夺，进入淘汰赛的就是
波黑。墨西哥的两个进球如果有效，小
组头名就是他们。

再有争议，尊重裁判也是应有之义，
裁判的判罚就是“终审判决”，不可更
改。不过，世界杯的影响太大，所牵涉的
利益太多，那些有争议的判罚尤其是事

关重大的反判确实不太公平，也容易引
发事端，鉴于此，国际足联从本届开始采
取了门线技术，这样就可以保证不会发
生上届兰帕德那样的冤案。但关于犯规
的判罚特别是事关点球的判罚呢？门线
技术无能为力，主裁判和助理裁判的肉
眼也很难保证绝对公正，那么像 NBA那
样引进即时慢放系统或者网球赛中的鹰
眼系统，就成为势在必行的措施了。但又
必须得有次数限制，比如一个队全场可以
就关键判罚挑战两次，否则踢两分钟就放
一次慢镜，那就完全破坏了足球的流畅之
美，变得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了。

不过，就算是引进了鹰眼系统，足球
场上的争议同样会存在，比如罗本这个
球是假摔还是点
球？人脑还不能
给 出 准 确 的 判
罚，何况电脑呢？

所以，只要有
足球赛，场上的
争议判罚就永远

“绵绵无绝期”，
是吃亏还是占便
宜，那就只有天
知道了。④11

此争绵绵无绝期
□令狐一刀

（截止到北
京时间 7 月 1 日
零点）

明日波胆

7 月 2 日 0 点，阿根廷对阵瑞士。小组赛下来，
阿根廷尽管全胜，但并未展现出令人信服的实力。
对于阿根廷来说，光靠梅西还不行，阿奎罗、伊瓜因
们的爆发至关重要，后防线也要更专注才行。否则
打进决赛会师巴西，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2 日 4 点，比利时对阵美国。两边的主帅威尔莫
茨和克林斯曼在球员时代就曾是对手，此番作为教
练带领各自球队在世界杯赛场的相遇会有怎样的
表现？比利时的小组赛成绩非常出色，但表现却并
不如人们的预期，球队的进攻遇到不少难题。想要
真正呈现黑马的成色，先要跨过美国这关。反之，
对美国而言晋级淘汰赛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任务，接
下去的比赛已无压力。④11

阿根廷VS瑞士 7月2日 00:00
比利时VS美国 7月2日 04:00

阿根廷需要更大爆发
□本报记者 陈 元 实习生 陈 雷

巴西风情

中午出门采访，刚走出宾馆没两步就被路旁一
个不起眼的体育馆所吸吸引。热闹的人群，“Hap⁃
py Birthday”的条幅，点着蜡烛的蛋糕与小彩旗，一
个生日聚会的标配。不过场合却有些奇怪，不在餐
厅，不在游乐场，却在一个光线有些阴暗的简陋室内
足球场内。几张摆着糕点饮料的桌子旁也只是坐着
一群大人，但却看不见聚会的主人公，再找，原来小
寿星们都在场内大汗淋漓地踢着球。

14 岁的 Xavier 踢球时的样子英俊帅气，名字虽
然和西班牙中场核心一样，但他在场上娴熟的控球技
巧更像德尼尔森。

对于一张陌生的东方面孔，Xavier和他的小伙伴
们充满了好奇。当得知我是专门为了世界杯不远万
里从中国来到巴西，并且看到了很多场比赛，甚至包
括他们梦寐以求的巴西队比赛时。他们的眼睛开始
放光，我们就此成了哥们儿，有的人举着手机非让我
喊一句他们的口号：football for life（足球就是生命）。

每个月为本月过生日的伙伴庆生聚会，是这群
少年们的固定节目。对他们来说，与其说是为了过
生日吃蛋糕，不如说是能够借这个机会央求大人们
能够开车带他们聚在一起，并且出钱为他们租下这
个正规的室内足球场一下午，让他们不用总是在街
头摆个简易场地踢得不过瘾。

由于还要赶到卡斯特朗球场进行今天的采访，
所以没有和他们多聊便匆忙离开。刚和这些孩子们
告别，没走两步就又被叫了回去，说是要一起合张
影。不过不得不承认，相比这些热爱足球笑得无比
灿烂的巴西少年们，老得不是一丁半点的我显得特
别有违和感。

真得往球场赶路了，于是再次匆匆告别，说一声
“chao（再见）”，换回来一堆代表羡慕的大拇指。④11

巴西少年球场庆生
□本报特派记者 李 悦

北京时间 6 月 30 日凌晨，2014
年巴西世界杯 1/8 决赛，荷兰 2 比 1
逆转击败墨西哥晋级 8 强。多斯
桑托斯为墨西哥取得领先，第 88
分钟，斯内德扳平比分。补时罗本
造点亨特拉尔绝杀。

本场焦点战从战术上来看荷
兰换了三套战术，终于在最后的时
刻对路子连入两球逆转取胜。比
赛开始双方采用的都是 5-3-2 阵
型，重兵守卫后场然后抓住机会防
守反击，上半场双方战平。但是下
半场开始仅仅 3 分钟，墨西哥队远

射破门把荷兰队推到了悬崖边上，
范加尔随后便用德佩换下一名后
卫加强了攻势，此时荷兰队的阵型
改变为 4-3-3，不过荷兰队大军压
境狂轰滥炸了 20 分钟依然没有打
开局面，范加尔不得不再次改变阵
型，用亨特拉尔换下状态不佳的范
佩西，此刻荷兰队的阵型变为了
4-4-2 或者说 4-2-4，一副拼命的
样子，最终，合身扑向对手的荷兰
队在 88 分钟和补时的 92 分钟连入
两球逆转了比赛。④11
门文峰 口述 实习生 陈雷 整理

荷兰三度变阵终显锋芒

本届世界杯淘汰赛，动不动
(经常)就是点球决胜。球迷过瘾，
球员紧张。罚球的和守门的，谁更
怵（害怕）点球大战？恁大个球门，
守门员挡不住点球很正常，抪住

（抱住）一个就是英雄；球员罚进去
很正常，万一罚不进去，就可能成
罪人啦。你说谁更怵？

特别是在世界杯这样的大赛
上，有多少著名球星都没有迈过罚
球点这个“坷台儿”（坎儿）。1994
年世界杯决赛，意大利和巴西进行
点球大战。作为意大利队最有捞
摸（把握）的点球手，巴乔被安排最
后一个出场。谁知道他竟然把球
踢飞了，把冠军送给了巴西人。事
后巴乔很不忿儿（不服气），他说点
球 大 战 太 不 公 平 啦 ！
压力都在罚球队员身
上，一不小心就遗憾一
辈 子 ，这 种 规 则 必 须
改。巴乔这番牢骚话，
估计没人会听，因为很
多 球 迷 就 是 稀 罕（喜

欢）那种紧张刺激的场面。只有那
些罚丢点球的人，最能理解巴乔的
心情，比如智利的哈拉，希腊的耶
卡斯，本届世界杯上，还有谁的名
字会和他们厮跟（一起）呢？

方言词典之“怵”
“怵”（chù)，河南和北方多地方

言中都有使用，意为害怕、恐惧、畏
惧。例如：“他一见生人都不知道
咋弄啦，怵哩很！”郑州等地方言中
的“小胆”也是同样的意思。《说文·
心部》：“怵，悚惧也。”《庄子·应帝
王》有：“劳形怵心者也。”“怵”也同

“憷”。“怵”单独使用多出现在方言
中，并衍生出“怵头”、“怵场”等词
语 ，都 是 表 示 遇 事 害 怕 、畏 惧 之
意。④11

点球大战谁更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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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拉尔罚中点球后飞踹角旗亨特拉尔罚中点球后飞踹角旗。。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细 节 的 魅 力
——河南华泰特种电缆有限公司素描之十三

□夏竹 刘婷 李雪

“要成就大事，先做好小事。”
这是河南华泰特缆行政与人力资
源部员工葛玲写在心得笔记中的
一句话。公司负责人告诉笔者，

“责任看担当，担当看细节”，已成
为公司上下的共识。

在企业，产品质量是“天大的
事”。河南华泰特缆坚持把“天大的
事”融入企业运行的点点滴滴，建
立、完善质量管理组织框架，有效运
行质量管理体系，形成职责明晰的
管理队伍，推行科学严格的检验检
测程序，并通过召开质量管理体系
动员大会，组织质量管理大家谈、实
施现场管理整顿、开展质量之星评
选、成立QQ攻关小组、邀请客户现

场监督检验，以及早会提醒、当班点
评等具体细致的措施，确保质量管
理的每一个环节都能落到实处。公
司低压电缆制作部有位员工叫黄玉
杰，尽管入职时间并不算长，但却迅
速成长为“质量之星 ”。他在心得
体会中谈到：“每天早会，主管和组
长都会宣贯公司的理念以及生产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前做好预防
和纠正工作，特别是安全问题。”他
的获奖感言是：“我的技术并不是最
好的，之所以能够获奖，与重视产品
质量、严格按照公司要求开展工作
分不开。”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蓬勃活
力，也是河南华泰特缆孜孜以求的

事业。公司通过“天下大事，必作于
细”的引导，让大家从生产运行的细
小环节发现需要改进提升的地方，
有针对性地攻关破解。公司渠道管
理部有位职工叫曹保营，在做产品
销售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客户常常
为如何检测电线质量而犯愁，于是
萌生出研制电线电缆检测仪的念
头。为此，他虚心向公司的电气专
家请教，并从电子市场购买一批电
器元件和材料，反复琢磨，N 次试
验，终于研制出了一台电线电缆检
测仪。后来，曹保营被评为“发明之
星”，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服务保障工作具体而复杂，更需
要从细处着眼。近年来，从员工的

衣、食、住、行、医、教、保，到文化生
活 、思想工作，每一项都有专人负
责，每一个步骤都有扎实的措施。例
如，思想政治工作，公司有党委、有团
委、有工会，还有公司、车间、班组等
各级行政组织。尤其是创造性地实
行了政治辅导员制度，选拔政治素质
高、专业技术过硬、会做思想工作的
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担任政治辅导
员，在发挥先锋模范带动作用的同
时，热心关注身边工友的思想变化和
情绪波动，使思想工作这一“上层建
筑”，成为点点滴滴融入企业各个环
节的“工作基础”。

就连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
公司也是精心谋划、细心组织。例

如，从 2011 年起，公司出资组织了
“传承红色基因·北京行 ”、“井冈山
行”、“遵义行”，先后有 180名小学师
生参加了活动。每次活动开始前，
公司都要和学校一起，制订详细的
活动计划和保障方案。出发时，举
行激情洋溢的启动仪式；返回后，组
织生动活泼的座谈讨论。也许孩子
们还不完全清楚河南华泰特缆组织
此次活动背后所付出的劳动，但他
们已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活动带给
他们的汹涌澎湃的正能量！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天下大
事，必作于细。”善于从细处着笔
的河南华泰特缆，必将绘出厚重而
细腻的宏篇巨制！

细节决定成败，习惯决定命运。河南华泰特种电缆有限公司紧

抠企业运行的每一个细节，努力培育员工的良好习惯，夯实事业发展

的基础。图为公司一线车间生产场景。

（照片由河南华泰特种电缆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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