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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一刀

夜观巴德之战，1比0以后因为肚子不
舒服，去蹲了几分钟，回来就看到比分变
成4比0了，直有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

200倍！这是网传的一个人买巴西输
1比 7后得到的博彩赔率。我无从判断
这个消息的真假，倘若是真的，这个彩民

要么是未卜先知的神人，要不是喝多
了胡蒙的：因为这是一个超出所有人
智力常识的结果，哪怕是累死所有的

脑细胞，也不会想到东道主会以这
样的比分告别 64年来的第一个主

场冠军。
1比7并不是国际足球赛中

不可接受的比分，中国去年还被
巴西灌了 8球呢，世界杯上韩
国、朝鲜也被打进过 7个以上
的球，萨尔瓦多还被灌进了两
位数的球。问题是这个 1比 7

是出现在世界杯的半决赛
中，而且失败的一方还是足

球王国巴西队，那就超级
不正常了，基本属于三千
年一遇的特特特大洪水
了，所以才让巴西总统罗
塞夫“非常非常非常难

过”。
惨败并不是巴西队实力太弱的缘故。

尽管缺了内马尔少了席尔瓦，他们怎么着也
比阿尔及利亚强吧？如果不是诺伊尔89分

钟时的惊艳出击，“北非之狐”差点就绝
杀了德国人；他们不会比内讧不断的加

纳弱吧？加纳人是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德国
人追成2平。问题只能从他们自身找。
斯科拉里用熟不用生的组队理念已经埋

下了失败的祸根。弃小罗、卡卡、小卢卡斯不
用，而把内马尔当成唯一的核心，把所有的重
担都压在23岁的小男孩一个人身上，这就像
极了上届的阿根廷，结果内马尔也像23岁的

梅西一样，独木难支。特别是在他受伤缺阵以后，
全队就成了一盘散沙，空洞的眼神里满是迷茫和
胆怯。老将的阅历往往是球队的宝贵财富，假如
小罗和卡卡在，尽管均不复当年之勇，但还是极有
可能稳定军心的。

斯科拉里最大的败笔是他的战术确定。巴
西队上来就狂攻，明显是想先下手为强，得分后打
对手的反击。但现在的德国队最喜欢这样的打
法，也最擅长对付这样的球队，他们的后防高大而
强壮，中场抢截凶悍而默契，前场的反击犀利而准
确，上届的阿根廷、英格兰和本届的葡萄牙都是被
拍在沙滩上的“前浪”，各自吞下4蛋，巴西不幸成
为最惨的“后浪”。

其实，对付现在的德国只有一个打法好使，那
就是以反击对反击，以中场的控球对逼抢，逼着德
国人压出来打，然后再打他们的反击。如果这样
的话，巴西的机会就来了，因为他们的技术比德国
更细腻，其灵巧也会让德国1.90米以上的大个子
后卫左支右绌，赢球完全有可能。

有人说这样打法太丑陋，但现在的足球都把
功利性、实用性放在第一位，漂亮有什么用？1994
年和 2002年的冠军队被称为是历史上最丑陋的
巴西队，但这依然改变不了他们的冠军身份；1982
年和1986年济科领衔的桑巴军团，留下的只有遗
憾和叹息，谁还会津津乐道于他们秀丽的脚法，优
雅的过人，妙到豪巅的传递？赢球才是硬道理！

1950年的马拉卡纳球场惨案使在场的 20万
球迷目瞪口呆，也影响了
此后巴西半个世纪的政
治和足球；2014 年 7 月 9
日的惨案也足以让巴西
人再铭记半辈子，使他们
知道足球可以有正常的
胜负，也可以“自作孽不
可活”，自己在两亿拥趸
众目睽睽之下，用这样一
场非典型溃败，把自己的
底裤彻底扒光。④11

“非典型”溃败

●● ●● ●●

名家点评

火线直击

射手榜

□本报特派记者 李 悦

（截止到北京时间7月10日零时）

有句俗话叫“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巴西队在家门
口被德国队灌进 7 个球。这支曾经的足坛“金凤凰”，
现在不光是苦蜷（身子蜷缩）到了地上，甚至连毛都被
薅（拔）完了。巴西足球秃噜（下滑）到今天的地步，也
不是一天的事。上届世界杯，他们就踢得很功利，已经
没有了“ 桑巴足球”的味道。背后的关键原因，是人才
接不住流儿（断档）。瞅瞅现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里，
还有多少巴西人能担任球队的“大脑”？这次家门口的
惨败，只是把问题用最残酷的方式撂到（放在）巴西人面
前。 毛被薅完了，凤凰还会是凤凰吗？比赛第 91分钟
的一幕，让人相信巴西人足球还会触底反弹：当时巴西
队 1∶7落后。队员们还在争取最后一次进攻机会，满场
的观众在齐声高喊“巴西、巴西！”有这份打心眼里对足
球的稀罕（喜爱），凤凰也许真能浴火重生。

方言词典之“薅”
“薅”（hāo),用手拔去、揪的意思。例如：“他去地里

薅草了。”这个汉字很古老，《说文解字》中即有：“薅，拔
去田 草也。”《诗经?周颂》中有：“以薅荼蓼。”北魏贾思
勰的《齐民要术?水稻》中有：“稻苗渐长，复须薅。”“薅”
后来也从专指拔草，引申为拔各种东西。如今这个字，
主要存在于方言中，河南话里拔头发，叫薅头发；拔胡
子，叫薅胡子。

在北方其他省份的方言中，也使用“薅”。最著名的
是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宋丹丹的一段台词。她
饰演的白云，年轻时候为给赵本山饰演的黑土织毛衣，
为生产队放羊时薅羊毛。被发现后给定了个罪名，叫

“薅社会主义羊毛”。此后，这个词一度在网络上流行。
被一些年轻人用来指利用商家的打折、促销活动，为自
己谋取实惠。例如：“薅话费”、“薅电影票”等。④11

6球：罗德里格斯（哥伦比亚）
5球：穆勒（德国）
4球:梅西（阿根廷）、内马尔（巴西）
3 球：罗本（荷兰）、范佩西（荷

兰）、本泽马（法国）、沙奇里（瑞士）、
瓦伦西亚（厄瓜多尔）、许尔勒（德国）

新华社圣保罗7月8日电 一场惊人的7∶1，德国在
巴西世界杯半决赛以这样一种近乎羞辱的方式击败了东
道主。这场在贝洛奥里藏特市米内罗球场上演的“惨
案”，也刷新了世界杯历史与巴西队史上的不少纪录。

巴西此前最大比分的失利：1920 年智利美洲杯上，
巴西 0∶6不敌当时国际足球当之无愧的巨人乌拉圭。

巴西此前在本土最大比分的失利：在 1939 年与南
美宿敌阿根廷的一场友谊赛中，巴西在里约热内卢
1∶5 惨败于对手。巴西此前在世界杯上最悬殊比分的
失利：1998 年世界杯决赛，巴西 0∶3 被东道主法国击
败，痛失冠军。巴西此前在世界杯上丢球最多的比赛：
1938 年法国世界杯，巴西在斯特拉斯堡与波兰战至加
时赛，以 6∶5 险胜。

世界杯东道主此前的最大比分失利：1958 年瑞典
世界杯决赛，瑞典 2∶5 惨败巴西；1970 年墨西哥世界杯
半决赛，墨西哥 1∶4 不敌意大利，2010 年南非世界杯小
组赛，南非 0∶3 不敌乌拉圭。

世界杯东道主单场比赛的最多丢球纪录：1954 年
瑞士世界杯上，奥地利在 1／4 决赛上 7∶5 战胜东道主
瑞士。这一数字与巴西本场的 7 个丢球持平。④11

北京时间 7 月 9 日凌晨 4 时，东道主巴西迎战上届
季军德国。最终，德国队凭借在 18 分钟内连入 5 球的
攻击狂潮以及下半场许尔勒替补登场后的梅开二度，7
比 1 超大比分淘汰巴西，昂首晋级决赛。

比赛开始之后，巴西队全线压上疯狂向德国阵地
发起攻击，这种战术使得比赛出现开放的对攻局面，场
上出现大片的无人地带，而这样的开局似乎正是德国
人梦寐以求的。果然此后巴西队后防城门大开，连续
被德国人进攻得手，上半场仅仅 30 分钟德国队就取得
了 5 比 0 的领先。

本场比赛施魏因斯泰格、赫迪拉、克洛斯，完全统
治中场，巴西队则无力反击，在自己的主场上演了球队
世界杯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幕，德国人自始至终没有懈
怠，体现了德国这个国家的体育文化精神。④11

门文峰 口述 实习生 陈 雷 整理

当从上半场的震惊中反应过来
后，记者一直在担心一个问题：球迷
会骚乱吗？

中场休息时，记者团的微信圈就
已经炸开了锅，除了为德国队的疯狂
震惊外，很多人都在强调，在现场或
者正在街上采访的记者，赶快回到房
间，以免球迷骚乱遇到危险。

如果说有问题，作为事件中心源
的贝洛奥里藏特米内罗球场应该是
最容易出现情况的。然而大部分球
迷都选择了迅速离场，近 6 万巴西球
迷，除了哭泣和嘘声，甚至连大声咒
骂的都很少。

球场内外平静得让人不敢相信，
记者和同行的几位中国记者还是担

心这说不定是暴风雨前最后的
平静。相约快些结束采访，就赶
快结伴返回，一定不要单独在外
面停留。

不得不说，巴西政府将这场半决
赛放在这里实在是有先见之明，贝洛
奥里藏特虽然号称是巴西第四大城
市，但这座仅有 210万人口的城市，相
比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只能算一座
小城市。加上这里的警力非常充足，
赛后每个路口的警察数量更是加倍，
我们沿途虽然能看到不少成群结队的
球迷，但在装备齐全严阵以待的警察
面前，都显得非常理智。最危险的情
况，就是居民楼上经常会飞下啤酒瓶，
有些地面都堆了厚厚一层玻璃碴子。

回到宾馆刷了一下朋友圈，发现
有不少漫天飞的消息令人哭笑不
得。例如：某某城市特警业已出动，
某某城市电视和冰箱像雨点一样落
下。而记者的经历却是有炮声但分
辨不出是什么造成的，而高空坠物，
除了酒瓶，见过最值钱的就是床垫，
巴西人的生活大部分不富裕，冰箱电
视他们终究是没舍得。

与其他城市的记者互报了一声

平安，里约的记者说，里约晚上下起
了大雨，估计把球迷的激情全都浇熄
了。圣保罗有人说，在南区有十多辆
车被烧，但消息始终没有被证实。

原本担心晚上会没饭吃，结果比
赛结束后不久，离宾馆不远的一个商
场就已经开门营业，让我们的晚餐有
了着落。在商场里，我居然神奇地看
见了一个穿着德国球衣的哥们儿在
逛街，身旁的巴西球迷同样平静地在
吃饭购物。

晚上，除了偶尔能听到有喝醉
的球迷大声咒骂，其余时间一切平
静。在贝洛奥里藏特生活多年的高
中同学传来微信，说是他们家附近
确实有一场小的球迷骚乱，但最过
激的行为只是烧烧巴西国旗，而在
南美这和烧自家桌布没啥区别，警
察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撒了一
番气之后，意兴阑珊的球迷们也渐
渐散去，毕竟输球不是末日，明天太
阳依旧照常升起。④11

灾 难
抛开巴西全体国民非理性的情感因素，事实上这支巴西队从

一开始就不被业内看好。斯科拉里过于追求团队化，让这支巴西
变成了“史上最平民巴西”。

与智利队的比赛，巴西队69.5%的传球成功率，创下其自1966
年世界杯有详细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赛后巴西媒体就毫不
留情地批评这是“史上最粗糙巴西”。

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巴西全队的犯规次数高达 31次，不仅
创下本届世界杯的单场单队犯规最高纪录，还是 48年来巴西单场
犯规次数之最。这回连外国媒体都讽刺这是“史上最肮脏巴西
队”。

尽管上万球迷带着内马尔的面具，为巴西队加油，在球场内显
得颇为壮观。但一个面具显然救不了巴西队，开场仅仅 11分钟，
穆勒就利用角球机会先拔头筹。丢球虽然早了一些，但巴西队的
球员此时还算是阵脚未乱，很快展开了凶猛的反击，能在世界杯半
决赛上看到一场开放式的对攻，大家的心情此时都还是不错的。

然而第 23分钟，老将克洛泽打入德国本场比赛第二个进球，
超越巴西传奇球星罗纳尔多，打入个人世界杯第 16个进球后，所
有的一切都开始脱离了正常轨道。

哭 泣
如此容易地被对手打入两球，这样的开局不用说巴西

球迷很难接受，即便记者和大部分外国同行交流的时候，
也认为德国就算能取胜，也可能只是一场艰难的小胜。

当记者还在和身旁巴西电视台的记者紧张交流，
盘算着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巴西队还能否扳回
劣势时。就听到一阵惊呼，德国队又进球了！接
下来发生的一切，已经无法用常理来形容，2 分
钟后，克罗斯梅开二度！3 分钟后，连后腰赫迪
拉都在禁区内轻松推射，5∶0！

这样的进球，让所有人的大脑一度完全呆
滞，这是世界杯半决赛吗？这是巴西队吗？巴
西的后防线在干什么？天哪，这个世界疯了
吗？不夸张地说，记者当时翻来覆去就只有这么
几个想法。

一个旁观者尚且如此，记者简直无法想象在
现场的巴西球迷会有怎样的感受。他们很多人拿出
一年的积蓄买了高价票，依旧觉得相比被拦在场外的
同胞，自己是多么的幸运，他们兴高采烈地来到这里，
准备欢庆胜利，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幕……

很多人直接号啕大哭起来，有些人则强抑着悲痛，
用双手紧紧捂着脸，但是泪水却不断地从指缝里溢
出。还有的人没有哭泣，他们是完全蒙了，记者看到一
个球迷双目没有焦点地看着大屏幕，一直在喃喃自语，
这一刻记者不敢再去看更多巴西人的眼神，太虐心。
说起来是一种可悲，但也是一种幸运，今天很庆幸自己
是个中国球迷。

崩 溃
无人能知巴西队的场上球员在想些什么，或许

他们的脑袋在那 7 分钟和所有人一样是一片空白。
大多数人只能看到他们在中场休息走进休息室时，
那种强忍着没哭，那种难当的羞愧，那种从煎熬中
得到解脱的复杂神色。

有时候不得不佩服巴西球迷，他们的球队在
创造了世界杯最羞辱的纪录后，居然离场的人数
并不多。当巴西队在下半场鼓起最后一口士气，
发动反击时，大部分人也调整了情绪，开始为球队
拼命加油。但这场比赛真的应该在30分钟就吹
响终场哨的，因为这接下来的时间只是换了一
种方式折磨巴西人。

德国球员已经明显放缓了节奏，收缩了阵
型，但替补出场的许尔勒依旧打入了两球。巴
西的球迷到此时才终于彻底放弃，大批人开始
哭泣着离场，再也听不到任何歌声和加油声。第
71分钟，9号弗雷德被换下场时，全场首次听到巴
西人如此整齐地嘘自己的球员，这个巴西队史上
最差的9号，的确配不上他背上那个光荣的号码。

补时还未结束，主裁判就迫不及待地吹响
了哨声，巴西球员就像被从十字架上放下来一
样，瘫倒在场上，最后时刻打入一球的奥斯卡哭
得最凶。④11

太阳照常升起

这是一场无法用任何语言和理性来分

析阐述的比赛，当目睹德国队在7分钟内连

入4球，身旁的巴西电视台记者不禁目瞪口

呆，而在米内罗球场里也响起近乎崩溃的哭

泣声。事实上，哭泣的不止是米内罗，7月9

日这个疯狂的夜晚，整个巴西都在哭泣。

德国统治中场成大赢家

方言侃球

毛被薅完了，还是凤凰吗？

那些被打破的纪录

克洛泽成
为世界杯进球
最多的人。

□本报特派记者 李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