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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手榜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7月13日电 梅西
率领的阿根廷队在决赛中 0 比 1 不敌德国
遗憾失利，赛后的梅西非常失落，但或许
令他稍感到欣慰的是，他被国际足联评为
本届世界杯最有价值球员，收获金球奖。

27 岁的梅西在本届世界杯上作为队
长带领阿根廷队一路打进决赛，包办了球
队 6 个进球中的 4 个，个人也成为本届世
界杯唯一连续三场当选单场最佳的球员，
收获金球也算实至名归。

止步 8 强的哥伦比亚队中的罗德里格
斯最终以 6粒进球 2次助攻夺得金靴奖，在
巴西一飞冲天的他被球迷们亲切地冠以“J
罗”之称。而效力于摩纳哥队的法甲 MVP
也向世界宣告了“J罗”时代的到来。

21 岁的法国队攻防枢纽博格巴获得
本届赛事的最佳新秀奖，力助德国捧杯、
场 上 活 动 范 围 极 广
的 门 将 诺 伊 尔 获 得
金手套奖，公平竞赛
奖 由 哥 伦 比 亚 队 摘
得。④11

梅西捧金球
J 罗穿金靴

巴西风情

方言侃球

这一个月来，每天歇了（晚上）
出坦（舒坦）地苦蜷（蜷缩）到沙发
里，吃着鸭脖喝着啤酒，看电视里
头一群千万、亿万富翁，不识闲儿
哩（不停地）又跑又抢，布衫儿（衣
服）都湿透了，使（累）成那样儿，踢
球给我看，我觉得真得劲（爽）！世
界杯期间，你是这样过的吗？

当世界杯大幕落下的时候，
咱不能不说说冠军德国队。有个
笑话说，中国记者采访德国足坛
名宿贝肯鲍尔，问现在这支德国
队里，你认为谁能超越你？贝肯
鲍尔说：“穆勒”。记者一听，“木
了（没有了）？！贝肯鲍尔的河南
话说得怪地道啊！”笑话归笑话，
看看这支德国队，年纪轻轻已经
挑起大梁的，不光有穆勒，还有克

洛斯、格策、许尔勒等一大帮球
员 ，4 年 后 他 们 还 是 夺 冠 大 热
门。主教练勒夫说，为了这个冠
军，十年前他就和前任克林斯曼
一起开始努力。坚持一个方向十
年不动摇，这就是德国人的韧劲。

方言词典之“得劲”
得（dái）劲（jìn），河南方言代

表性词语，也读“déi jìn”，有很
棒、很舒服、很漂亮等意思，“不得
劲”则是身体不适、不合适的意
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六：“ 任国忠听了觉得很得劲。”
如今它已成为外地人对河南话印
象最深的词汇，也成为河南人乐
观、豪爽性格的象征。④11

真得劲！
□方 舟

名家点评

□令狐一刀
个人魅力超群的主教练，带着

一群堪比男模身材的球员，以战士
般的坚韧意志，高举攻势足球的大
旗，连续 4 届闯入世界杯 4 强，终于
在自己的胸前绣上了第四颗星。这
样一支球队，就像一场美丽的流星
雨，划过天际，留下一个灿烂的时
代，怎么能让人不去喜欢，怎么有理
由不捧杯，在这一刻，冠军的德国队
值得所有人去顶礼膜拜。

纠结
把决赛场地定在里约的马拉卡

纳体育场，巴西组委会当然是希望
这座传奇球场能带给巴西队好运
气。可惜斯科拉里的巴西队不争
气，连马拉卡纳的大门都没看到就
倒在了路上，而决赛的两支球队也
让巴西球迷无比纠结。

手里有决赛的球票，原本是一
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可对于巴西球
迷来说，如果去现场看球，要给谁加
油呢？德国队，开玩笑，刚刚在半决
赛 7∶1 羞辱了东道主。而阿根廷，
显然也是巴西球迷讨厌的对象，这
里面既有历史政治原因，更有竞技
场上的因素。南美双雄历来互不服
气。所以决赛前，居然有少量球票
流向了市面，当然价格也是惊人，两
张座位连号的球票，可以卖到一万
美元。

事实上近两天的里约城内，原
本遍地都是的巴西球迷已经销声匿
迹，连续两场耻辱性的失利，让很多
巴西人脱下了橘黄色的球衣。大街
小巷开始被阿根廷球迷和德国球迷
占据，阿根廷球迷不用说，从小组赛
开始就是除巴西球迷外人数最多
的。而随着德国队打入决赛，大批
德国球迷开始奔赴巴西，在数量上
居然也勉强能和阿根廷人抗衡。

两国球迷举着仿制的大力神
杯，精力充沛地游走在里约各处，
高喊着口号。尤其是马拉卡纳，更
是完全被他们占领，以至于记者路
过体育场时都是绕道走，生怕两边
一言不合发生群殴，把自己给捎带
进去。

穿越
尽管场地不同，对阵球队不同，

但对于这场万众瞩目的决赛，在里约
阳光照射下的记者，居然有种穿越到
四年前熬夜看南非世界杯决赛的感
觉，仿佛马拉卡纳的对决克隆了上一
届的那场巅峰较量。

这么说不是因为比赛场面沉闷，
决赛沉闷几乎是定律，而是因为今天
的德国队就像 4年前的西班牙队，倡
导攻势足球，不依靠球星，以团队取
胜。至于阿根廷队，简直就是上届荷
兰队的翻版，放弃了引以为豪的华丽
风格，捡起丑陋的防守反击战术，难
看但实用，结果都成功地在时隔多年
后闯入决赛。

德国队打得很谨慎，但好歹还有
进取心，而阿根廷队则干脆在后场堆
了 8个人，给梅西配了一个副手伊瓜
因，就让两人靠速度去冲击德国高大
笨重的后防线。

有趣的是，一向自诩自己球队才
是奔放南美足球灵魂的阿根廷球迷，
对球队的保守视若不见，依然拼命加
油，大声叫好，看来人只要饿坏了，是
不会挑剔太多的。

就连最后的结局都与上届决赛
如出一辙，同样是在加时赛下半场，
进攻更积极主动的德国队打入一球，
没有让功利主义得逞。

传承
在最大的舞台，在最后的时刻，

上演一剑封喉，扬名立万，相信只要
是职业球员，都会梦想过这样的时
刻。2014 年，这个幸运儿的名字叫
做马里奥·格策，德国足球的金童，真
正的希望之星。

第 113分钟，格策在禁区内高速
插上，胸部停球，半转身凌空抽射，这
样高难度的漂亮进球，配得上这样的
大场面，也不负他超级天才之名。然
而德国队的胜利，不是因为一个天才
的神来之笔，而是他们的足球一直走
在正确的道路上。

记者对德国队印象最深的一幕，
不是他们任何胜利的场面，而是
1998 年世界杯，他们在 1/4 决赛，被
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踢得找不到

北。然而即便是 0∶3落后，德国队的
球员也会像不知道比分一样，一丝不
苟地继续执行着教练的战术，拼抢、
传球、进攻。直到裁判吹响终场哨，
他们才垮掉一般瘫在场上，让人知道
他们原来不是机器人。

也只有这样的球队，这样的精
神，才能使得他们在 1954 年的伯尔
尼奇迹后，连续 16 届未跌出过 8 强，
12 次进入 4 强。勒夫稳定地执教球
队 8 年，老将老而弥坚，新星不断涌
现，这样的球队不夺冠才是不正常
的。所以记者一直没好意思和抱怨
的巴西球迷说，一个内马尔就成了他
们全部的支柱，而被称作全欧最具天
赋新星的格策，甚至在德国队连主力
都打不上，这就是差距。

第 88 分钟，当拥有 16 粒世界杯
进球的克洛泽被格策换下时，他紧紧
抱住格策耳语着。就仿佛是一种传
承，将斗志与射门靴一起交给了接班
人。④11

“如果裁判不吹终场哨，他们可
以一直跑到天亮。”

这是很多年前，一个国际足联的
高官对当时的联邦德国队的评价。现
在将它用在统一后的德国队身上，仍
然很妥帖。

对许多球迷来说，你可以不喜欢
德国队的古板、机械甚至有些保守、僵
化，但你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坚持到底，
绝不放弃，无论领先还是落后，都始终
如一。他们1998年世界杯和2004年
欧洲杯被克罗地亚和捷克狂殴，踢成
0比3时如此，在半场就灌巴西队5个
球时也是如此。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
不变的淡定与沉稳。

德国的沉稳不止在场上，场下也
是如此。里佐里吹响终场哨时，德国
队员都非常高兴，但也仅限于拥抱等
基本动作，并没像有些球队那样刚进
八强就蜂拥进球场，像他们拿了世界
杯似的。他们在庆祝的同时，也不忘
安慰、鼓励对手。施魏因斯泰格就在
赛后轻声又真诚地安慰梅西，就像他
曾经安慰C罗、博格巴、马塞洛一样。
在上台领奖时，他们集体给先领奖的
亚军阿根廷队鼓掌，向这个老对手表
达由衷的敬意和钦佩。而他们领奖
时，也没有太出格的行为，而是有些腼
腆，好像做错了什么事的孩子一样，让
人越发觉得可爱。

德国的看家宝绝对不止于这些精
神层面。他们的基本打法脱胎于巴萨
和西班牙的Tiki—Taka，带有明显的模
仿痕迹，但又仿佛是它的优化升级版。

作为一支传
统的力量型
球队，德国不
但进球最多，
而且每场比
赛传球次数
最多，传球成
功率最高，这
就不能用偶
然形容了，这
充分说明他

们已经在打法上实现了蜕变。他们的
成功也充分说明这种讲究控球的打法
并没有过时，只是西班牙队某些环节没
有处理好，某些位置出了毛病而已。在
德国人手里，它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完全可以和荷兰、阿根廷的侵略性极强
的整体防守反击相媲美。

德国的成功还在于他们的新人辈
出和目光远大。1994和1998年两届世
界杯被挡在四强大门之外，让德国人痛
定思痛，更加重视青训体系的建设和完
善，再加上他们以庞大的足球人口为基
础，德国足球迅速开始复兴，前面3届杯
赛都跻身前三名就是明证。一次次的功
败垂成，并没有磨灭他们的万丈雄心，而
激励他们用更加高昂的斗志投身于战
斗。拉姆、施魏因斯泰格、克洛泽、默特
萨克、胡梅尔斯等宝刀不老，赫迪拉、诺
伊尔、穆勒、克罗斯、厄齐尔、许尔勒和绝
杀英雄格策又已崭露头角，至少今后两
届，德国依然是人见人怕的对手。

既生瑜何生亮。对于阿根廷来
说，对于 27岁的梅西来说，这是他们
离大力神杯最近的一次，但又像是隔
着千山万壑，遥不可及。世界上最痛
苦的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机会来的时
候，你没有抓住。平常这样的球，伊瓜
因10个能进8个，偏偏这个打不进；联
赛中遇到这样的单刀，梅西经常戏耍
守门员于股掌之上，但这次却推偏了
10厘米。平常这样的球帕拉西奥可
以舒服地停在脚下，偏偏这次停得远
离身体，连好好做下个动作的时间都
没有。在接连错失这 3个机会之后，
世界杯的大门就向阿根廷人关闭了。

其实，阿根廷人本可以报1990年
的一球之仇的。但历史总是有惊人的
相似之处：当年的老马身边少了“风之
子”卡尼吉亚，马拉多纳独木难支；如
今的梅西身边少了迪马利亚，也废掉
了阿根廷的三分功力，梅西空有一身
神力，也是无可奈何。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给他的这个金球奖有一丝安慰
的成分。因为从全队来看，穆勒比他
更有资格获得这个奖。④11

德国的看家宝不只是斗志

经省发改委和省交通运输厅高管局批复同意，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于 2014 年 7 月 20 日
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对郑州机场高速公路全段（K0+
000—K26+412.043）进行四车道改八车道扩建施
工。为保证施工期间高速公路的安全通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
定，施工期间对机场高速公路间断采取限制交通措
施。公告如下：

一、限制时间
2014 年 7 月 20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二、具体措施及绕行路线

（一）2014 年 7 月 20 日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
1.机场高速公路限车型、限车速通行。因机场

高速全线护栏内移，封闭紧急停车带，道路变窄。
机场高速公路禁止 7座（不含）以上客车和货车通
行；车辆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80公里/小时。

2.机场高速公路与郑州绕城高速公路不互
通。因匝道拆除施工，机场高速公路与郑州绕城高
速公路不能互通。机场高速公路仅限于郑州市区
中州大道至新郑机场区间通行。中州大道向南经
机场高速公路驶往郑州绕城高速公路的车辆，绕行

市区其他道路或南三环；郑州绕城高速公路驶往中
州大道、新郑机场的车辆，绕行京港澳高速公路。

3.机场高速公路与京港澳高速公路连接线断
行。机场高速公路主线 K24+800、K25+652 两处桥
梁拆除重建和新建，京港澳高速与机场高速公路与
机场收费站互通立交由临时保通辅道通行，保通辅
道仅保障京港澳高速、机场高速公路正常通行新郑
机场。机场高速公路与京港澳高速公路连接线断
行后，郑州市区前往新郑机场以南或新郑机场以南
前往郑州市区的车辆绕行京港澳高速公路；保通辅
道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30公里/小时。

（二）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对原机

场高速公路路面进行改造施工，机场高速公路改由
新加宽路面通行。

通行机场高速公路的车辆请严格按照交通标
志行驶，自觉遵守施工区域和辅道通行相关措施。
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出行前请选择最佳行驶路线，并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高速公安微博、微信、路段沿线
电子显示屏等途径及时获取道路通行信息。

2014年 7月 15日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
关于郑州机场高速公路改扩建施工期间限制交通措施的公告

近日，获嘉县公安局实
施了邻里守望“1 计划”，要
求警务室每周开展一次“邻
里守望”帮扶宣传、谈心交流
活动，向群众发放宣传单，讲
解安全常识，提醒大家邻里
之间友好相处，留守老人带
孩子时注意防盗、防火，夏季
乘凉时注意关闭门窗，遇到
手机诈骗或上门推销“三无”
保健品的，要相互转告，并及
时与警务室民警电话联系。

“邻里守望就是好啊，前
两天，隔壁刘大妈如果没有
民警的提醒，金戒指就被坏
人骗走了，大家相互之间有
个 关 照 ，生 活 过 得 更 舒 心
了！”社区徐大娘的一句话道
出了辖区居民的心声。

（浮海岩）

邻里勤守望
生活更舒心

北京时间 7 月 14 日凌晨，2014 年巴西世界杯决
赛，三届世界杯冠军得主德国以 1 比 0 力克阿根廷，
第四次捧起金杯。对于梅西来说，这届世界杯是他
能否成为一代球王最佳的考验，如果他能够带领阿
根廷队取得冠军的话，那就是当之无愧的一代球王
了。在全场比赛中，德国队基本控制了比赛的局势，
阿根廷则依靠梅西打防守反击，比赛一开始就进入
了快节奏，但是缺少迪马利亚的梅西独木难支，否则
可能会更加有效率。

最终德国队依靠坚强的意志走到了最后，而核
武器梅西最后时刻也失灵，没有完成任意球的绝
杀。德国队在这场比赛表现得要更为出色一些，打
破了欧洲球队没有在美洲夺得世界杯的魔咒，我觉
得他们是实至名归。德国队终于可以在自己胸前绣
上第四颗星了。④11

门文峰 点评 实习生 陈 雷 整理

没有天使 梅西难支

从圣保罗的伊塔盖拉开始，到里约热内卢的马
拉卡纳结束，32 天 64 场比赛最终见证了德国人的第
四次登顶，而在南美洲这块充满梦幻的大陆，最没有
浪漫细胞的德国人能笑到最后，也算是对他们这 16
年来不懈坚持的最好回报。

感谢巴西世界杯，除了足球，它也让记者认识了
许多新鲜事物。近一个多月的世界杯之旅，足球王
国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了一角，通过圣保罗的足球博
物馆、弗拉门戈以及博塔弗戈这些百年俱乐部，记者
更深入地了解到了巴西足球传承的精髓。

感谢巴西世界杯，让大家看到了比利时、智利这
些昔日强队的重新绽放，在巴西世界杯的华丽舞台
上，C 罗、梅西这些老一辈巨星黯然的同时，托马
斯·穆勒等人完成了蜕变，而詹姆斯·罗德里格斯以
及德佩等新人的横空出世，也不禁让人感叹江山代
有才人出。

虽然随着四星德国的诞生，巴西世界杯的喧闹
即将成为过去，但在未来，全球的目光依然会聚焦在
巴西、聚焦在里约热内卢这座被称为世界最美的城
市。因为，两年之后世界体坛另一出大戏——奥运
会将在里约上演，而本届世界杯决赛场地马拉卡纳
体育场也是里约奥运会主会场。届时，巴西世界杯
向世人所展现的两面：热情、欢快与抗议、冲突；无与
伦比的赛事与无比糟糕的筹备工作，很有可能将在
里约热内卢重演。

对于组织者、赞助商乃至于观众来说，世界杯和
奥运会是他们四年一度的欢乐盛宴，但对于巴西的
普通民众来说，举办这样的盛会很有可能会带来许
多年也无法消化的巨额亏损，好像抗议人群所举的
标语那样——“世界杯的‘遗产’：25000 个贫民窟，2
亿人的压力。”

就拿里约热内卢来说，世界杯与奥运会的申办
成功，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多少的实惠，随之而来的
高房价和高物价让当地人有些不堪重负，无论是超
市的三明治，还是餐厅的一份简餐，价格甚至超过了
伦敦。要知道，里约的工资很低，巴西百分之三十的
文盲率让许多人只能选择最廉价的工作，拿到 600
多雷亚尔的最低薪酬。于是，一脸憨厚笑容守夜的
门房，白天去兼职开出租车，双膝跪在地板上擦地的
大妈，靠着微薄的小费贴补家用，而耐不住劳苦的年
轻人，则选择了没有成本的犯罪。

高居不下的犯罪率使得里约这座世界最美的城
市在世界杯期间失分不少，巴西采访期间，记者所在
的中国采访团几乎有 10%的人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财
产损失。在战战兢兢地熬过这一个月后，世界杯的
结束对于我们这些外乡记者来说不亚于精神和肉体
的双重解脱，里约虽然不说再见，但我们却真的不想
与这座城市再见了！④11

里约，但愿不再见
□本报特派记者 李 悦

□本报特派记者 李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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