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文化体育2018年7月6日 星期五 E-mail:rbwz@pdsxww.com 编辑 王 建 校对 吴怡蒙

本社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电话：4945784 邮编：467002 广告经营许可证：平工商广字第002号 通联部：4944764 广告部：4963338 发行部：4965269 印刷：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 电话：3988715 上期开印：1：30 印完：4：30 定价1.00元

传控足球还能走多久？谁将是新一代
的球王？回望俄罗斯世界杯首轮淘汰赛，
五点启示仿佛正在昭告世界，新的足球时
代已经到来。

启示一：
传控足球不能主导一切

西班牙队在第一轮淘汰赛中点球负于
东道主俄罗斯队，在120分钟的比赛中，西
班牙队完成了超过1000次传球，创造了新
的世界杯纪录。然而，“斗牛士军团”全场
取得的唯一进球仅是一个定位球。控球仅
是占有，而没有达到进球的目的。西班牙
人习惯横向寻找队友和传球，而不是寻找
空间向前突破，不是为了进球而传球，只是
为了传球而传球，这使得俄罗斯人轻易完
成了对他们的防守，并将他们拖进了点球
大战。

启示二：
积极的付出是值得的

当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将皮球接住
时，离比赛结束时间还有 30 秒。大多数
守门员会在这个时候将皮球抱在怀中，
让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以确保安全进入
加时赛。然而库尔图瓦有着不同的想
法，他把皮球传给德布劳内，后者带球长
途奔袭几乎跑完全场，而后及时分球制
造杀机，最终埋伏在球门前的沙德利一
蹴而就，比利时队 32 绝杀日本队。也
许西班牙人恍然大悟，积极的付出是值
得的。

启示三：
谁是新的世界第一？

本届世界杯目前已送走了梅西和 C

罗，这两名球员已统治世界足坛十年了。
梅西 31 岁，C 罗 33 岁，本届世界杯应该向
人们展示谁将接过王者的火炬。英格兰
队长凯恩的进球和领导力让他成为一名
候选人，但是从纯粹的足球表现来看，王
者的火炬可能会倾向法国 19 岁青年姆巴
佩，他在法国队 43 战胜阿根廷队的比
赛中获得点球，使他成为继“球王”贝利之
后第二位在世界杯决赛圈单场比赛攻入
两球的 20 岁以下球员。令人叹为观止的
爆发力和技巧，预示着他有可能成为伟大
的超级巨星。

启示四：
独臂难支

阿根廷队在小组赛前两轮遭遇了灾
难，尽管他们希望在最后一轮击败尼日利
亚队之后能有所改善，但事实并非如此。

法国队让阿根廷队的弱点暴露无遗——梅
西不在状态，其他队员的实力又不足以赢得
世界杯，失败似乎不可避免。一个伟大的球
员也许可以扛起一支球队坚持一段时间，但
是与世界最好的球队相比，现实很快会将他
击垮。

启示五：
破咒

点球大战22年不胜的阴影笼罩着英格
兰队，但在淘汰赛首轮对阵哥伦比亚队时，
英格兰人破除了“魔咒”。一些重要的事情
已经发生，世界的自然秩序发生了变化。也
许索斯盖特已经改变了这个年轻的“三狮军
团”的心态，队员们带着希望来到了世界杯，
而不是一直困扰球队的恐惧。一个新的足
球时代或许已经到来。

（新华社莫斯科7月5日电）

——世界杯十六强赛的五点启示

新的足球时代已经到来？

俄罗斯世界杯提前出局，德国队主教
练勒夫仍将继续留任，而西班牙队和阿根
廷队则面临换帅的可能。

尽管世界杯小组赛卫冕冠军爆冷出局
令人唏嘘，但勒夫认为这是个意外，他仍决
定继续留任德国队主教练。

毕竟，在俄罗斯已经被淘汰的24支球
队中有15支面临教练调整的问题。

前世界冠军西班牙队表示，他们将在
三周内对主教练耶罗的去留做出决定。在
阿根廷，主帅桑保利能否留下尚不明确，他
们的全民偶像马拉多纳声称要无偿执教阿
根廷队。

率领日本队打入十六强的主教练西野
朗将于 7 月底卸任，那场被比利时队 32
逆转的比赛让日本队难以释怀。有报道
称，德国队前主帅克林斯曼有可能接过日
本队帅印。

勒夫曾是克林斯曼执教德国队时的助
理，2006 年接过主帅教鞭，先后率队参加
了 2008 年欧锦赛、2010 年世界杯、2012 年
欧锦赛以及2014年世界杯，并且在2014年
巴西世界杯上，帮助“德国战车”时隔24年
再度问鼎。然而他们却在俄罗斯经历了失
利。

“我依然感到巨大的失望，但我现在愿
意全身心投入到球队重建当中。”勒夫说，
他与德国足协签署了一份工作合同，期限
至2022年。

2010 年南非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在
俄罗斯世界杯止步十六强后，面临换帅的
艰难抉择。

世界杯开赛前不久，原西班牙队主帅
洛佩特吉“叛逃”皇马，西班牙足协临阵解

雇国家队主帅，并宣布足球名宿耶罗走马上
任。作为球员，耶罗无论是在皇马还是国家
队都战绩赫赫，但作为球队主帅，他还没有
足够的成绩来证明自己。

正如耶罗所忧，“斗牛士军团”并没有在
俄罗斯大放异彩。“我接受教练的职责……
我把我的名声放在那里，因为这份工作需要
它。”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耶罗继续留任西班
牙主帅的可能性不大。

相对来说，阿根廷队的局势并不明朗。
备受争议的主帅桑保利有份直到2022年的
合同，他似乎不愿意如此草率地辞职。阿根
廷队似乎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替代他。
尽管曾在2008年至2010年执教“蓝白军团”
的马拉多纳在委内瑞拉的一档电视节目中
声称会“免费”回归。

墨西哥、塞尔维亚和韩国队也有可能做
出换帅改变，而尼日利亚主教练罗尔、塞内
加尔主教练西塞和摩洛哥主帅勒纳尔似乎
将继续留任。

顶级球队面临一个额外的问题：没有多
少合适的主帅候选人。众所周知的前皇马
主教练齐达内目前暂未被提及。

冰岛主教练哈尔格里姆松属于前途未
卜的那类人，但他似乎并不在意。他在小组
赛出局两天后就离开俄罗斯去干了一件不
一样的事情。

“从世界杯回来，我们的主帅哈尔格里
姆松就在家乡韦斯特曼纳群岛的一场大型
青年足球锦标赛当起了裁判。”冰岛足协在
推特上发布了一条信息，并上传了一张哈尔
格里姆松和一群快乐的年轻人的照片。

（新华社莫斯科7月5日电）

那些提前出局的强队主帅——

是 去 还 是 留 ？

在上一场险些被日本队击碎争冠梦想
后，比利时自开赛以来固守一套战术暴露
出了问题，这使得主帅马丁内斯或将改变

“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主动修补阵容和
打法上的漏洞，从而在6日晚重振“欧洲红
魔”士气，全力挑战攻防更平衡、实力更强
大的巴西队。

两队都是攻势足球的倡导者，此前都踢
出过从整体到个人皆有“闪光点”的高潮，因
此届时在喀山体育场的对决，将有望是四场
八强战中最具观赏性的“强强对话”。

主帅蒂特接手巴西队以来，不断强调的
一点就是平衡，他为此将欧洲战术的严密和
南美球员的灵性做了结合，使得目前主打
4231或433阵型的巴西队基本没有任何位
置上的短板。在首战被瑞士逼平后，“桑巴
军团”逐渐踢出感觉，以三个20将实力递
增的哥斯达黎加、塞尔维亚和墨西哥全部击
败。全队不仅破“大巴”的默契越来越足，而
且防守同样出色，整体的感觉就是沉稳。

对于所有感到“进球难”的球队来说，
他们最缺的，恰恰是巴西队具备的，那就是
进攻球员没有被欧洲联赛同化、保留下来
的南美球员特有的灵性和创造力，这是他
们破密集防守的关键。内马尔、热苏斯和
威廉的攻击组合，加上身后的库蒂尼奥的
穿插策应，使得巴西队锋线往往能在僵持
阶段，或是通过“桑巴足球”一对一的突破
能力，或是几人间的快速传切配合，瞬间打

破对手防线的局部平衡，打出“爆点”，完成
破门，这是最令对手头疼的地方。

而且，蒂特的球队攻守平衡，席尔瓦和
米兰达领衔的后防线，法格纳与费利佩或
是马塞洛镇守的两翼，保利尼奥为代表的
防守型后腰，都使得这支巴西队兼具欧洲
球队战术的严密和纪律性，也是他们在一
场定胜负的淘汰赛上最需要的稳定保障。

从另一方面看，攻强于守的比利时，在
底蕴上虽不能匹敌“五星巴西”，但近些年
在“黄金一代”球员带领下，成绩也非常可
观。“欧洲红魔”至今保持着23场不败的势
头，他们上一次输球还是在 2016 年 9 月。
在本届世界杯上，比利时、乌拉圭和克罗地
亚是目前取得四连胜的球队，而且马丁内
斯的球队已经打进12球。

在上一场连扳两球、读秒“绝杀”日本
后，比利时最大的收获是打逆风球的信心
更为强大，全队的凝聚力和韧劲也被激发
出来，这将是他们在难度更大的考验中有
利的一面。

不过，在险些输球的逆境中，比利时暴
露出来的问题也很清晰，那就是在 343 体
系中，三中卫身前缺乏后腰的保护，而且两
个边翼卫也不能在对手的快速反击时回防
到位，这使得三个高大中卫身后和彼此间
的空当，就会成为对手防反主攻的方向。

因此，费莱尼会上场吗？这位“支柱
型”中场球员，不仅在对日本的比赛中打进

扳平一球，而且凭借他 1米 94的高大身体
的覆盖面，以及冷静、清晰的传球，稳定住
了比利时中场，这些特质都可能成为对阵
巴西的战术选择。而如果他登场，将可能
与维特塞尔组成双后腰，从而解放此前打
这一位置的德布劳内，后者将能更靠前，可
能代替默滕斯，与埃·阿扎尔组成双边锋，
策应锋线“单箭头”卢卡库。

此外，马丁内斯可能还将考虑另一个
战术调整。上一场拯救全队的“超级替补”
沙德利，不仅完成“绝杀”一球，更是彻底激
活了比利时的左路，他在一对一突破中展
现的勇气和能力，以及有效融入全队体系，
都是他们最终击垮日本队的关键，因此沙
德利有望争夺一个左翼卫的首发位置，从
而帮助全队两翼都能攻守平衡。

最后，还是要感谢世界杯，因为一大批
俱乐部的队友将在这场重量级对决中带来
看点颇多的PK。其中，基本确定首发的切
尔西队友威廉和埃·阿扎尔，极有可能直接
对话，因为二人恰好在边路对位，而且司职
边锋的威廉还可能考验另一位队友——“蓝
军”门将库尔图瓦，而巴舒亚伊也有望替补
登场。另外，可能的看点还包括曼城的热苏
斯、费尔南迪尼奥对抗德布劳内和孔帕尼。
效力于“大巴黎”的内马尔，也极有可能与
穆尼耶对话，二人同样在边路对位。这些
都将使得这场重头戏有望彻底点燃四分之
一决赛的激情。（新华社喀山7月4日电）

比利时被日本“打醒”后
或以两战术调整对抗巴西

在日本队无缘俄罗斯世界杯八强后，日本队长长谷部诚宣布从国家队退役。上赛
季随德甲法兰克福队捧起德国杯的长谷部诚已为日本国家队效力12年，经历了五任主
帅。俄罗斯世界杯是长谷部诚参加的第三届世界杯，也是日本队距离世界杯八强最近
的一次。图为6月19日，长谷部诚在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日本队战胜哥伦比亚队后庆
祝。 新华社记者 贺灿铃 摄

日本队长长谷部诚宣布从国家队退役

据新华社马德里7月4日电 近日，不
断有传言称法国球员姆巴佩即将转会皇家
马德里。皇马俱乐部 4 日发布公告，驳斥
了这一“不实”消息。

在这份官方声明中，皇马俱乐部称：
“就过去几个小时以来流传的皇家马德里
已与巴黎圣日耳曼就球员姆巴佩转会达成
协议一事，皇家马德里表示这一消息是完
全不实的。皇家马德里从未向巴黎圣日耳
曼提供任何形式的报价，我们对于这种与
事实不符的信息表示遗憾。”

据了解，这一传言起源于一名名为巴
普蒂斯特·里帕特的法国记者在社交媒体
上的发文。该记者声称：皇家马德里已和
巴黎圣日耳曼敲定了姆巴佩的转会，法国
人的身价达到 2.72亿欧元，皇马将分四次
支付这笔款项。

姆巴佩的转会传闻也与近来风传的尤
文图斯追求克·罗纳尔多一事有关。多家
西班牙媒体声称意大利球队希望以1亿欧
元带走这名葡萄牙球星，而皇马主席弗洛
伦蒂诺也正在紧锣密鼓地为“银河战舰”寻
找下一个“天王”级巨星，年轻而富有潜力
的姆巴佩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的姆巴佩眼下仍
不满 20 岁。皇马早在去年夏天便曾有意
引入这名法国新星。而本届世界杯上姆巴
佩的出色表现，势必将为他引来更多豪门
俱乐部的关注。

姆巴佩2.7亿转会银河战舰？

皇马俱乐部称
消息“不实”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 通讯员张志举）7
月 5 日，记者在市作家协会卫东分会成立四
周年大会上了解到，4年来，卫东区广大作家
扎根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创作、发表、
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先后在
各级各类报纸、刊物发表小说、诗歌、散文、
剧本2000多篇（部），不少作家获得全国、省、
市级别文学创作大奖。

据介绍，4年来，市作家协会卫东分会出
现了高天亮、曹宏、贺中乾等一大批实力派
作家，也出现了郑喜艳、问爱华、孙庆玲等一
大批文学新星，同时，还出现了陈新年、岳黎
丽、樊国耀等一大批关心协会工作，为会员
服务的优秀文化工作者。“卫东作家群”正以
崭新的姿态，活跃在广袤的鹰城大地上。

4 年来，卫东作家不忘初心，埋头创作，
出版了一部又一部厚重的文学作品。高天
亮出版了《绿林英雄传》《月牙河畔》《乡巴佬
告状》等著作，贺中乾继长篇小说《梦想的年
代》、散文集《紫云深处》之后，又出版了《乡
村歇后语精粹》《乡村歌谣精粹》等。4年来，

“卫东作家群”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诗集、
民间文学30余部，展示了卫东作家的实力和
形象，也奠定了卫东作家在鹰城文学队伍的
重要地位。

卫东区广大作家的作品如百花园中的
奇葩，散发出奇异的芬芳。小说、散文、诗歌
等在全国及省内外不断获得大奖。贺中乾
的散文《疙瘩火》获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并
入选《中国散文经典》；中篇小说《远乡的教
书匠》获全国小说创作一等奖，并入选《全国
中篇小说年鉴》；短篇小说《县长埋单》获平
顶山市廉政小说征文二等奖，并收录于《清
风平顶山》卷首。郑喜艳的散文《谒沈从文墓地》在首届国际东方散
文评选中荣获优秀奖，《古人的优雅与浪漫》获全市文艺作品二等
奖。韩梅的诗歌先后在《光明日报》《中国楹联报》《中华辞赋》等发表
并获奖。古杨的电视剧本《红指印》获河南省电视剧创作大奖。

市作家协会卫东分会成立以来，经常开展各类创作联谊活动，并
致力于人才的发现、作家的培养。朱六轩加入作协以后，创作热情倍
增，先后创作、出版长篇小说两部，电影、电视剧作品多部，2017年经
市作协推荐，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郑喜艳的游记作品水平不断提
高，经常在省内外文学刊物发表并获奖，成为知名刊物的专栏作家。
2016年，郑喜艳被《东方散文》杂志社聘请为特邀作家。孟殿功自幼热
爱文学创作，几十年来，在偏远山区教书，作基层群众工作，始终不放弃
对文学的追求。加入作协以后，创作激情迸发，先后创作了精美散文

《太阳雨》《我家门面的石碾》，剧本《冰棒郎》《大风歌》《蝎之灵》等，很多
剧作已搬上舞台，在乡村巡回演出，被广大戏迷誉为“乡村剧作家”。
他于2016年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还出版了电影文学剧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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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7 月 5 日电
（记者冯源）少年时课本上的画
面，如今成为拍卖会上的拍
品。西泠印社 2018 年春季拍
卖会4日在杭州举行预展，“李
雷”和“韩梅梅”这对曾经在初
中英语教材上经常对话的“好
同学”，再度和观众见面。

本次拍卖会上专门设立了
“童年的六种温度——信札与
漫画特别专场”。其中就有两
帧初中英语教学挂图水彩纸本
原稿，它们是上世纪90年代配
合人教社初中英语教材使用
的。近年来，教材中的人物“李

雷”和“韩梅梅”多次引发广大“80
后”的怀旧热情。这一专场以童年
为线索，以“爱”“智慧”“探险”“纯
真”“梦想”“朋友”为主题，拍品中
包括《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铁臂
阿童木》《聪明的一休》《变形金刚》

《大力水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等中外动画片的原稿或手绘赛璐
珞片，也有爱因斯坦、都德和柯南·
道尔等名人写给儿子的家书。

本次西泠春拍共推出33个专
场、拍品5000多件，涉及古代和近
现代书画、古籍碑帖、中外名人手
迹、现当代油画、文房瓷器杂件等
多个门类，将于7日至9日拍卖。

2018西泠春拍推出“童年专场”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为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
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充
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激发党员干部职工积极投身民
政事业的热情，7 月 5 日上午，
卫东区民政局在局四楼会议室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举行红歌
会，重温入党誓词。

在鲜红的党旗下，卫东区
民政局全体党员佩戴党徽，举

起右手、握紧拳头，庄严宣誓。随
后发放政治生日贺卡，举行了红歌
会。红歌会在开场舞《再唱山歌给
党听》中拉开了帷幕，《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

《打靶归来》……一首首蕴含着历
史记忆的经典红歌唱出了对党和
祖国的热爱之情。

最后，全体党员一同学习了郑
德荣等 7 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先进事迹。

卫东区民政局举行红歌会

这张朝中社7月5日提供的照片显示，北南统一篮球赛男篮混合
赛4日在朝鲜平壤举行。

据朝中社5日报道，北南统一篮球赛4日在平壤柳京郑周永体育
馆举行，当天进行的是北南篮球选手共同组队参加的混合赛。

新华社/朝中社

北南统一篮球赛在平壤举行

本报讯 （记者卢晓兵）7
月 5 日，记者从市群艺馆了解
到，2018“文化客厅”公益课堂
少儿暑期班开始招生。

据了解，本期少儿暑期班
开设吉他、古筝、跆拳道、舞蹈、
硬笔书法、葫芦丝等课程。少

儿舞蹈课程男生女生均可报名。
报名时间：7月11日上午8：30

(报满为止) ；开课时间：7月17日起
开始上课。报名时需持能够证明学
员年龄的户口本或者身份证等有效
证件和一张一英寸照片。报名地
点：新城区市文化艺术中心。

“文化客厅”公益课堂
少儿暑期班开始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