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西和哥伦比亚的比赛结束
了，J罗难抑心中的失望之情，哭得
如“梨花带雨”，连在比赛中死死盯
防他的巴西后卫大卫·路易斯也不
忍于心，上来安慰他，交换球衣，帮
助他向观众申请掌声。那一刻，他
们不像是对手，像是惺惺相惜的江
湖好汉，对彼此的尊崇已经远超胜
负。

这是J罗的第一届世界杯，他就
大红大紫，令世界瞩目。他第一次
进入世人的视线是去年法甲新贵摩
纳哥以 7200 万欧元打包购买他和
穆蒂尼奥。当时很多人认为摩纳哥
老板不是疯了，就是钱多烧包烧迷
糊了：这两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怎
么可能值这么多钱？但现在所有人
都佩服这老兄的慧眼识珠，目光远
大：现在光 J 罗自己就不止值这个
数。能够在22岁357天打进6球，能
够超越他的只有贝利，后者在17岁
249天时完成这一壮举。凭借这一
杰作，J罗由此进入世界顶级球员殿
堂，世人再无异议。在此我想，如果
法尔考不是因伤缺阵，巴卡能够康
复得再早一些，这支哥伦比亚队有
理由走得更远。

挨了祖尼加的重重一击后，内
马尔已经倒地不起，在被担架抬下
场时，内马尔掩面痛哭。这不仅仅
是椎骨上痛彻心扉的疼，还有不得
不缺席下面的比赛，无缘为国继续

效力的郁闷。胸有报国之志，身怀
盖世绝技，却不能在关键时刻身披
战袍，为国征战沙场，那该是何等的
愤懑啊。在自己的首次世界杯征程
中，年轻的内马尔已经不需要证明
什么，能让豪门巴萨以近亿欧元的
价格把自己延揽于门下，已经充分
展示了自己的价值和江湖地位。他
需要用6捧金杯的壮举向世人证明，
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球星，还
是一个领袖，可以带领巴西队赢得
他们想要的任何荣誉。

陪内马尔流泪的还有满看台的
数万球迷，尤其是那些性感、美貌
的女球迷或者红唇轻咬，或者杏眼
迷离，或者放任泪水恣意流淌，心

中是无限的感慨和惆怅：伤了谁不
好，偏偏伤了我们的头号球星，心
头最爱？不到巴西，不知道足球是
何等受欢迎；不到巴西，不知道巴
西为什么是世界头号足球王国。
在连续两届世界杯折戟于四分之
一决赛之后，巴西人都渴望今年利
用东道之利为他们胸前再添一颗
星。如今天不佑巴西，就像 1966
年，英国世界杯，兵强马壮的巴西
志在三连冠，但赛前贝利等大将连
遭厄运，非病即伤，结果一败涂地，
连四强都没有进。难道这一幕要
在今年重演？没了内马尔，没了已
经攻入两球的头号铁卫、队长席尔
瓦，巴西人如何抗衡强大的德国铁

血军团？
黯然神伤的还有法国队的小

伙伴们，博格巴，瓦拉内，格里茨
曼，走下场时个个“热泪欲零还
住”。尽管这支法国队一路坎坷，
流年不利，通过附加赛才险胜乌克
兰获得参赛资格，主心骨里贝里又
临阵伤退，所有的人都不看好他
们。但他们在德尚的人格魅力感
召下迅速捏合成了一个整体，一个
个自由散漫的天才迸发出了合力，
从小组赛一路走来顺风顺水，前景
光明。但既生瑜，偏生亮，他们迎头
碰上了“德意志战车”。

严谨厚重的德国可谓是浪漫潇
洒的法国天生的克星，1982年、1986
年两届半决赛，拥有普拉蒂尼、吉雷
瑟和蒂加纳铁三角的法国黄金一代
都败在德国脚下，无缘登顶，竟成终
生之憾！如今信心满满，又遭当头棒
击，高卢雄鸡怎么能不暗自泪垂呢？
都说“君子
报仇，十年
不晚”，至少
4 年后他们
还很年轻，
但 4年间岁
月倥偬，白
云苍狗，其
后的事情谁
又能说得清
呢？④11

南美球队酷爱黄色球衣，巴
西的黄，哥伦比亚的黄，7 月 5
日，福塔莱萨的卡斯特朗球场放
眼望去也因此彻底变成了一片
黄色的海洋，很有些不分彼此的
意思。不过 90 分钟之后，巴西
力克哥伦比亚，证明了他们才是
最纯粹的黄。但内马尔的伤退，
却给桑巴军团余下的征程蒙上
了一层阴影。

两个勤劳后卫

在 1/8 决赛，德国的守门员
诺伊尔跑动距离甚至超过了后
卫，创造了一个球场的新位置门
卫，足以当选淘汰赛首轮的劳
模。而巴西与哥伦比亚的比赛，
巴西的两位中后卫路易斯和席尔
瓦既担任防守重任，又包办球队
进球，堪称两只勤劳的小蜜蜂。

首先建功的是队长席尔瓦，
他在第 7 分钟接到内马尔开出
的角球，包抄后点用膝盖将球撞
进球门，帮助东道主取得了一个
完美的开局。

作为队长的席尔瓦站出来
起到了带头作用，刚刚从切尔西
转会巴黎圣日耳曼，投奔自己在
国家队大哥的路易斯，自然要紧
随大哥的步伐。第 68 分钟，路
易斯 30 米开外主罚任意球，一
道美妙的弧线洞穿了哥伦比亚
球门。路易斯在世界杯开幕后
才正式完成转会，巴黎圣日耳曼
据说为他掏出了高达 5000 万英
镑的转会费，创造了国际足坛后

卫身价的新高。不过看着一个
后卫踢出了 C 罗最拿手的电梯
球，显然会让人觉得他的天价转
会费物有所值。

两个摆设前锋

后卫抢了前锋的活，那么前
锋干什么去了？很遗憾，除了内
马尔外，巴西的两大前锋胡尔克
和弗雷德基本就是两件摆设。

让我们回放到第 7 分钟，内
马尔开出角球，席尔瓦积极地在
后点包抄，那么在前点的弗雷德
在干什么呢？他甚至都没有起
跳去争顶。

如果说弗雷德好歹在小组
赛打入过一个进球，让自己的数
据不至于那么尴尬。那么号称
5000 万欧元身价的胡尔克都干
了些什么，与智利队的比赛，正

是 他 漫 不 经 心 的 回
传，“助攻”智利队扳

平比分，而他
甚 至 连 点 球

大 战 都

把球罚丢了。
本场比赛，两人再次毫无悬

念地毫无作为，不禁让人想起了
迪斯汀·霍夫曼在《窈窕淑男》中
的经典台词：我是一颗站直的、多
汁而性感的番茄。即便演蔬菜，
影帝都有自己的独特诠释，而以
进球为任务的前锋，却成了最木
讷的摆设，可见有多不敬业。

一个悲催核心

赛后，为球队打入一球却仍
然未能摆脱失败结局的哥伦比
亚前锋罗德里格斯伤心落泪。

巴西队功臣路易斯连忙上前搂
住他安慰了许久，就连本场比
赛坐了冷板凳的阿尔维斯都凑
了上来一同安慰。估计两人当
时心里想的一定是，这要是我
们的前锋该有多好。

5 场比赛 6 个进球、2 个助
攻，罗德里格斯无疑是本届世
界杯最炙手可热的新星。而巴
西前场唯一的顶梁柱内马尔，
却在终场前被哥伦比亚后卫苏
尼加用一记隐蔽而凶狠地膝撞
直接放倒。当人们以为这只是
一次普通的犯规时，上前查看
的巴西队医却紧张地示意赶快
换人，随后救护车直接开到了
场 边 ，接 走 被 抬 下 场 的 内 马
尔。这样的一幕，也为随后欢
庆胜利的巴西队蒙上了一层阴
影。

果然，比赛结束后不久，刚
刚回到新闻中心的记者们就接
到了组委会的快讯：巴西队医
证实，内马尔被确诊为椎骨骨
裂，至少要休息一个月，这意味
着他将告别世界杯。

晚些时候，巴西当地电视
台播出了内马尔被送往医院的
镜头，他躺在急救病床上被数
名球队工作人员和医生推入急
诊室。似乎是预计到了自己伤
势的严重性，内马尔始终在捂
着脸痛哭。

球队的绝对核心悲催地告
别了世界杯，队长席尔瓦也将
因为累积黄牌停赛。今夜庆祝
胜利的狂欢过后，不知道巴西
球迷是否会有一种欲哭无泪的
感觉。④11

进了四强进了四强，，受了受了““内内””伤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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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手榜·战报

6球：罗德里格斯（哥伦比亚）
4球：穆勒（德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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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淘汰赛：德国胜法国，1∶0；巴西
胜哥伦比亚，2∶1

火线直击

巴西风情

名家点评

2014巴西世界杯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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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侃球

□本报特派记者 李 悦

德国变阵成功
巴西夺冠悬了

何以解忧
唯有辣酱

以往每届世界杯，喜欢大惊小怪的国内媒体
总要报道韩国队出征必须专机带上泡菜，后来估
计是报道得次数多了，媒体自己也觉得没意思，就
不再提这茬了。

其实韩国人飞机上带啥，这个新闻真没有任
何可读性，如果拍舌尖上的韩国，第一期是泡菜，
第二期是泡菜，第三期还是泡菜，答案太简单了。

记者当时看这则新闻，还顺带联想了一下，如
果换成中国队，专机上会带什么食物。可惜 2002
年好不容易出线，去的还是韩日世界杯，啥都不用
带。再往后，连机票钱都省下了。

好吧，把这个问题留给中国记者团，结果辽宁
记者带营口大酱，山东记者带煎饼，四川记者带火
锅底料，湖南记者带槟榔，果然是没有统一答案。
不过有些硬通货，总是广受欢迎的。

譬如今天赛前吃午饭，大河报的小兄弟对着
一份白米饭和两块干干的牛排愁眉苦脸，记者则
微笑着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再从塑料袋里掏
出一瓶老干妈。哥们瞬间泪崩，很感慨地说了一
句：一瓶老干妈，能解万千忧啊！

看着他刷刷挖走两大勺，换成我心里开始默
默流泪。哥们不知道，这是我买过有史以来最贵
的老干妈。16 巴西雷亚尔，约合 48 元人民币，当
我在里约的华人超市看到这个价格时，感觉一下
子就不好了。然后看到旁边的洽洽瓜子，14 雷亚
尔，我的感觉更不好了。

这一刻，记者好怀念家乡的小超市，伦敦的中
国城也感觉万分的亲切。作为一名外国游客，记
者心中都有一股转身出门加入街上游行示威队伍
的冲动，为的就是抗议巴西不靠谱的物价。

然而瓜子可以不嗑，辣酱却不能不买。揣着
这瓶飞了 18000 公里来到巴西的老干妈出门，突
然很不搭调地想起了那个绕地球几圈的奶茶广
告。反正我绕地球飞到巴西，从来没看到那个奶
茶，反倒是沉默的老干妈很有些天不言自高，地不
语自厚的境界。④11

谁的眼泪在飞
令狐一刀

内马尔伤势示意图

内马尔被抬出场外。 新华社发

□本报特派记者 李 悦

如此挟邩邩为哪般？
□方 舟

“不喜欢我执教，就去见鬼吧！”这是巴西队和
哥伦比亚队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巴西主教练斯科
拉里挟邩（吆喝、斥责）记者的话。曾经 5 次夺冠
的东道主，承受着只要不夺冠就是失败的压力。
前几场比赛，巴西队踢得不咋着（不好），巴西媒体
一直在日摆（批评、指责）斯科拉里的用人和队员
们的表现，斯科拉里跟媒体”打嘴仗“就没歇气儿

（停歇）。对阵哥伦比亚前，斯科拉里敢这样挟邩，
也是决心把“恶人”当到底，给队员们减轻点压
力。这场比赛队员们也很争囊气（争气）。赛后，
斯科拉里又在新闻发布会上挟邩：不是说俺们进
不了十六强，进不了八强，进不了四强吗？瞅瞅（看
看），俺们进四强了，还要夺冠呢！在内马尔、席尔
瓦这些主力都缺阵的情况下，老帅还这么高调，不
知道是为了给队员们壮胆，还是真有啥高招？

方言词典之“挟邩”

挟（xié）邩（huò），号称“河南人都知道”的特
色方言词汇。还有“邪伙”等多种写法。意为吆
喝、喊叫、斥责。例如：“我都跟你说实话，你可白

（别）挟邩我。”这个词在先秦著作中就已出现，当
时写作“邪许（yé hǔ）”，是一种劳动号子。到了元
代，“邪许”的读音已接近今天，也出现了“歇和”、

“歇祸”等多种写法。例如，在马致远的《赏花时·
掬水月在手》套曲中就有：“刚绰起半撮，小梅香也
歇和，分明掌上见嫦娥。”这个词，在汉语中已经存
在了两千多年，并被今天的河南话保留下来，足见
中原文化的底蕴深厚。④11

“超级大乐透”
高奖池时代来临

2014 年 5 月，上市 7 周年的体彩“超级大乐
透”玩法进行了升级改版，改版最大的目的是为了
能在保持奖金成色不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一
等奖所占的比例，这样就能长期保持一个较高的
奖池，通过巨额奖池资金的刺激来吸引彩民的广
泛关注，并提高彩民购买的热情，大乐透在改版派
奖结束后，依然保持了很高的期销量和高奖池，经
过 2 个月的积累，奖池已经突破了 7.6 亿元大关。
每期都有彩民能收获比以前更加丰厚的一等奖奖
金，甚至 2 元中取 1000 万元，3 元中取 1500 万元，
这也不再只是一句宣传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奖
金。

广大彩民们对高奖金和高奖池欢欣鼓舞的同
时，也期待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体会一下中奖的
乐趣，在众多的号码和组合中，掌握正确的投注方
式才是购彩的关键。

相比较单式投注，复式投注因其投注量大，金
额多，故而中奖可能性更大，但是我们要根据自
己的经济实力来投注，不要盲目地进行复式投
注 ，例 如 ，选 择 后 区 多
选一个号，投注 6+3、7+
3、8+3 等复式，就兼备
了投入和中奖可能性之
间 的 平 衡 ，36 元 ～336
元，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但是有可能改变你的生
活。④11 （周 凯）

体彩乐园

北京时间 7 月 5 日，巴西世界杯 1/4 决赛全面
展开，在最先结束的一场较量中，德国队凭借胡梅
尔斯的一记头球以 1 比 0 击败法国队挺进四强。
本场比赛德国队主帅勒夫在比赛中主动变阵赢得
主动，而法国队面对强队需要组织进攻时，缺少一
定的创造力。德国队也借此顺利进入四强，关于
本场获胜的关键，在于主帅勒夫听从了德国名宿
们主动变阵的“真知灼见”。德国队 1 比 0 之后主
动回撤，让法国不得不打不擅长的阵地进攻。本
泽马机会不少，可惜诺伊尔恢复了稳健本色，他的
几次关键扑救力保德国球门不失。

东道主巴西队对阵哥伦比亚，经过 90 分钟鏖
战 2 比 1 艰难取胜，但是球队头号球星内马尔却因
椎骨骨裂彻底告别了世界杯。巴西队勇添第六星
的愿望，怕是很难实现了。④11

门文峰 点评 实习生 陈 雷 整理

德国球迷很高兴。 新华社发

制图／刘 竞

巴西主教练斯科拉里在场边“挟邩”。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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