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稳巴西值得看好
推荐场次!巴西 !" 比利时

比赛时间!# 月 # 日 $ 时

巴西在八分之一决赛中以 ! 比 "

轻取墨西哥! 内马尔和菲尔米诺分别

建功! 前者也打进了本届杯赛的第二

粒个人进球" 此役巴西全场 !" 脚射

门!多达一半命中球门范围!若非墨西

哥门将奥乔亚发挥出色! 巴西或许将

以更大优势结束战斗"

小组赛至今!巴西四战只丢一球!

近三场全部零封对手!蒂亚戈#席尔瓦

和米兰达这对经验丰富的中卫组合功

不可没!若保持这般稳定状态!巴西一

路过关斩将晋级决赛甚至夺冠的机会

都不小" 别忘了在前场他们还有状态

愈发出色的内马尔 ! 相比梅西和 #

罗! 内马尔的幸运在于他身边还有库

蒂尼奥$热苏斯$威廉甚至菲尔米诺这

样的帮手分担进攻压力" 如果说阿根

廷是梅西一个人的球队! 葡萄牙是 #

罗一个人的球队! 那么巴西绝不是内

马尔一个人的球队"

比利时在淘汰赛首轮上演大逆

转! 在 " 比 ! 落后的情况下险胜日本

队晋级"虽然结果不出意外!但这样曲

折的过程恐怕赛前没谁能想到" 比利

时队虽星光熠熠! 但阿扎尔和德布劳

内并未达到舆论的期望值! 小组赛至

今两人并没完全展现自己的能力!主

帅马丁内斯的气质也注定很难带领

%欧洲红魔&更进一步' 对日本队一战

中 ! 比利时也完全暴露了防守软

肋(((穆尼耶和卡拉斯科两位边翼卫

身后的空当实在太大! 如果两人回撤

过深! 又会使比利时中场面临人手不

足的难题! 阿扎尔和德布劳内的防守

能力和意愿都不强! 导致只剩维特塞

尔一人四处补漏!难免顾此失彼)

本场比赛亚洲机构给出初盘介于

巴西队让平手$半球低水和让半球高

水之间"从底蕴而言!巴西队的大赛战

绩更辉煌" 比利时队作为目前国际足

联世界排名第三的新贵! 虽然同样球

星云集! 甚至多数球员知名度和人气

不亚于巴西! 但从本届大赛至今的表

现来看!还是巴西队更成熟$稳定"

本场比赛看好巴西队获胜! 建议

投注竞彩不让球玩法 %"

庄骏骅!足彩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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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 ! 比 ! 英格兰
点球决战英格兰以 % 比 &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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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推荐

乌拉圭难过法国关
推荐场次!乌拉圭 !" 法国

比赛时间!# 月 ' 日 $$ 时

北京时间周五晚! 俄罗斯世界杯

四分之一决赛就将打响)

乌拉圭队在上轮淘汰赛中把拥有

# 罗的葡萄牙队送回了家! 但必须强

调的是!这不算冷门)乌拉圭队如今的

锋线实力毋庸质疑! 苏亚雷斯加卡瓦

尼的恐怖锋线放在任何国家队都是顶

级的)碰到一般的对手!只要苏牙和卡

神其中一人爆发就可以了! 但面对全

世界身价最高的法国队! 恐怕乌拉圭

队得期待着两人同时爆发才有机会过

关)更何况!卡瓦尼在对葡萄牙之战中

受伤提前离场! 虽然赛后确认不是肌

肉撕裂! 但能不能及时康复赶上对法

国一战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如果他

缺阵!乌拉圭的威力将大减!替补席上

无论是斯图亚尼还是马克西#戈麦斯!

都不具备卡瓦尼那样的能力! 也没有

与苏亚雷斯的那种高度默契)

法国队以 ! 胜 * 平排名 # 组第

一昂首出线! 淘汰赛第一轮把阿根廷

队送回家!令梅西黯然退场) %高卢雄

鸡& 是世界杯 %! 强中身价最高的球

队!你不能完全指望身价!但也绝对不

可忽视它) 法国队已在淘汰赛首战中

表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 球队攻防

的战术套路进一步成熟) 他们在中前

场的配置已不是幸福的烦恼! 而是豪

华的%忧愁&)对阿根廷一战!法国队对

于边路空间的使用非常出色! 姆巴佩

在右路, 马图伊迪在左路均有上佳表

现- 中路的博格巴只要踢简单足球的

话!效率就提高许多-中锋吉鲁数据虽

然不醒目!但有了他这个桥头堡后!为

身边的姆巴佩和格里兹曼制造了更多

的空间)姆巴佩上一场比赛一鸣惊人!

想必乌拉圭人会对其做出针对性防

守!尽量压缩他的持球空间!但如果在

这个点上投入太多力量! 格里兹曼的

作用将大大提升! 这枚隐藏着的核弹

头的威慑力非常可怕)

在指数方面! 欧洲指数本场比赛

开出的初盘为 %+%+! 组合!但随后乌

拉圭胜赔逐渐上升到 ,-"" 左右!而法

国胜赔则跌入 !-"") 亚洲指数方面主

流机构直接给出法国队让半球! 盘面

的变更基本都在强调法国的优势) 综

上所述!虽然一起送走了%梅罗&!但是

乌拉圭不过是小组赛以来的常规操

作! 但法国却像一只半睡的老虎忽然

睁眼一样!给人带来的冲击感更强烈)

从实力方面!法国更强不容置疑)本场

比赛看好法国队获胜! 竞彩不让球玩

法推荐 ")

熊冰杰!足球解说员"

年轻一代不该被历史牵绊住脚步
英格兰队首次在世界杯赢得点球决战"主帅索斯盖特用 "" 年完成自我救赎

点球决战一直是英格兰队难以摆

脱的梦魇)而在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

赛中!英格兰通过这一最残酷的方式淘

汰了哥伦比亚!结束了世界杯点球决战

不胜的尴尬历史)此前三狮军团三次在

世界杯中出战点球决战 .*&&" 年半决

赛不敌德国 !*&&. 年四分之一决赛被

阿根廷淘汰 !!""/ 年同样在四分之一

决赛中负于葡萄牙)

赛后! 世界各大媒体纷纷聚焦于

此) 他们认为!英格兰队点球决战获胜

源于自信与准备! 曾在 *&&/ 年欧洲杯

半决赛射失点球的主帅索斯盖特!终于

在 !! 年后完成了自我救赎)

球迷从莫斯科斯巴达克体育场散

场后$索斯盖特紧紧拥抱着妻子%() 岁

的女儿与 (* 岁的儿子$ 与家人们分享

这一特殊的时刻&这不仅是因为英格兰

队进入了八强$更重要的是$在整整等

待 $$ 年后$索斯盖特实现了自我救赎&

世界杯开始前$索斯盖特被大多数

英格兰人所记住的正是 ())' 年欧洲杯

射失点球& 这一直困扰着他$'它!罚失

点球的痛苦"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多年

来伴随着我&我希望向年轻一代球员传

达希望$不被历史或期待牵绊住脚步&(

整个世界杯期间$索斯盖特一直在

转移人们对英格兰队的称赞与质疑$同

时精心准备点球决战& 自今年 & 月以

来$索斯盖特一直在研究点球战术和制

定应对压力的策略&皮克福德讲述了球

员们分散压力的技巧$比如在走上点球

点前互相尖叫& 因为这些精心准备$英

格兰终于又尝到了点球胜利的滋味&

###$卫报%

索斯盖特仰望天空$朝天大喊& 这

一嘶吼发出的不仅是声音$更是内心释

放&这一刻$他终于放下了背负 $$ 年的

包袱$英格兰队也不会仅仅因提及点球

决战就饱受折磨了&英格兰队以最激动

人心的方式击败哥伦比亚队&这并不是

一场好看的比赛$但没有英格兰人会在

意这一点$也不会在意 ( 比 ( 的比分&

这一代英格兰球员不必回顾历史$

只要望向边线$就能了解点球梦魇& 索

斯盖特自担任主帅以来一直令人钦佩$

但提起点球决战$没人能比他更恰如其

分地与三狮军团的失败联系在一起&在

())' 年欧洲杯罚失关键点球后$ 他甚

至拍了戴着头套吃披萨的广告$希望用

幽默减轻些痛苦$但这些都没起作用&

在带领英格兰队历史性地赢得点

球大战后$索斯盖特终于完成了自我救

赎$他为这场救赎等待了 $$ 年&

&&&$今日美国%

皮尔斯%索斯盖特%因斯%巴蒂%兰

帕德%杰拉德%卡拉格))在英格兰点

球决战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名字被刻

上历史的耻辱柱&对于皮尔斯和索斯盖

特$罚失点球曾在很多方面定义了他们

的职业生涯&英格兰 *$ 年的冠军荒$从

管理层到球员表现都存在诸多错误$但

点球决战的分量远超这些错误的总和&

每届英格兰队都曾试图克服这一

纯粹的心理障碍$但均以失败告终& 一

些人会告诉你$ 点球决战完全靠运气$

英格兰队糟糕的点球决战历史背后并

无科学依据& 这些人是错误的& 对大多

数球员来说$点球由 &+,的技术与 #+,

的心理组成#而对于英格兰球员$这个

比例或许被扩大至 (*,比 -*,&

随着每场点球决战落败$从皮尔斯

到索斯盖特再到卡拉格$英格兰罚球者

的压力已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然而索

斯盖特的这支英格兰队与前辈不同$其

中有两大关键因素***年轻一代的自

信和精心的准备&也许这些年轻的英格

兰球员表现出的自信正是来自第二个

因素***索斯盖特为这一刻准备了很

久&索斯盖特的计划是点球决战前限制

他人与英格兰球员交谈$令他们保持头

脑清醒$让球员去'掌控整个过程(&

他们做到了&前英格兰球员也许会

留下泪水$曾伴随他们多年的鬼魂将不

会继续笼罩着未来的英格兰队球员&尽

管这一刻姗姗来迟$皮尔斯%索斯盖特%

巴蒂和卡拉格的名字已从英格兰足球

最黑暗的角落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凯

恩%特里皮尔%拉什福德%皮克福德以及

光明的未来)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本报记者 吴雨伦

科技改变世界杯!但主宰者仍是人
视频助理裁判)门线技术维护竞赛公平"智能足球提供实时数据

在 012*视频助理裁判+技术被应

用至绿茵场前!似乎从没有一项科技能

如此深刻地触及足球运动公平竞赛的

本质) 四年前首度引入世界杯赛场的门

线技术亦传达着类似信号!却因为只在

极少数情况适用而缺乏存在感(((整

届巴西世界杯!唯有法国与洪都拉斯的

小组赛曾有过门线技术改判的孤例!但

012 不同!它如空气一般无所不在)

,. 场小组赛!球员,教练,球迷们都

看得见.据国际足联 *3431+官方数据 !

012 曾 *) 次介入比赛!其中 *, 次造成

改判!多场比赛局势因此逆转) 但这绝

非全部) 就连场上执法者们都未必意识

到的(((仅仅小组赛阶段!012 已检视

了 %%( 起事件!其中包括了全部 *!! 个

进球! 而这场均近七次的密集检视!大

多在悄无声息中进行)

3431 迫切期盼从贪腐丑闻阴影中

走出! 而 012 技术传达的理念正与这

一诉求不谋而合!它的问世改变了足球

运动的发展!但一切变化都难免伴随着

争议)

官方最大担忧是裁判产
生依赖性

有些蹊跷的是 !3431 官方数据似

乎与事实有些出入) 按照 3431 裁判委

员会主席科里纳的说法!小组赛期间曾

有六个回合因 012 改判点球! 又有两

个点球在回看 012 后被取消) 然而!倘

若逐一查阅小组赛期间创历史新高的

!% 个点球就会发现!012 改判 %创造&

出的点球其实多达八个!被取消的则有

四个!另外还有至少五个点球是经裁判

回看视频确认后维持原判!两次疑似点

球最终仍未被吹罚)

在淘汰赛阶段!012 的使用频率依

然不减!仅八场八分之一决赛 !裁判就

曾四次来到场边查看 012 回放) 其中!

西班牙对俄罗斯,瑞典对瑞士两战中各

有一次涉及点球的视频回看!这两次最

终均未判处%极刑&) 而英格兰与哥伦比

亚一役!012 两度登场(((前一次发生

在 %三狮军团 &主罚任意球时两队 %人

墙&的小范围冲突 !后一次则确认了哈

里/凯恩造点成功的事实)

首个由 012 改判的点球出自法国

与澳大利亚的小组赛!仿佛为足球世界

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小组赛首轮!

仅有三个涉及点球的判罚中使用了

012 回放! 后两轮却足足达到 */ 次)

012 的使用当然并不局限于点球判罚!

韩国爆冷击败德国的经典之战就是绝

佳的例子) 若非视频敏锐捕捉到了克罗

斯触碰到皮球的瞬间!金英权补时阶段

的那次破门几乎铁定会被视作越位) 越

来越多的 012 判罚也折射出了科里纳

的担忧. 正因为这项技术的可靠性!裁

判们对其也越来越依赖(((小组赛后

两轮以及淘汰赛期间!不止一次出现裁

判遭遇争议判罚时不表态!而径直走向

场边回看视频的场景)

,)- 启用与否依然来自
主观判断

%上帝之手 &确实是足球运动传奇

的篇章 ! 但纠错不该被视作时代的倒

退! 因为相对公正才是竞技体育的根

基) 得益于 012 的应用!小组赛期间判

罚 正 确 率 从 上 一 届 的 &(5提 升 至

&&-%5(((即每 !" 次判罚做出一次错

判 ! 到每 *"" 次判罚也未必会出一次

错)这就是 012 的意义)在裁判行业之

外!人们根本不在乎执法独立性被高科

技影响) 关于 012!质疑者们只在乎两

件事.冗长的伤停补时和使用的时机)

前者不难理解 ! 小组赛期间长达

,-, 分钟的场均下半时补时时间足以说

明问题) 曾有多家机构研究指出!012

的介入时间不过数十秒!但裁判从事发

地跑向场边,反复审查录像以及思考判

断的耗时却往往长达数分钟)

与呈现客观事实的门线技术相比!

012 争议的核心原因很简单(((在运

用该科技的过程中!人类仍是主宰) 经

历了小组赛的洗礼!球迷们大多都已知

晓!球员或教练无权要求 012 介入!但

很少有人知道!并非当值裁判才能开启

审查程序) 小组赛期间!共有三次 012

回放跳过主裁,由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直

接触发!原因是 %客观的事实错误 &!其

中包括一次越位错判,一次犯规地点错

误认定!以及一张发错人的黄牌)

尽管如此 !多数场景下 !场上裁判

仍是 012 审查的主角) 由于 012 的多

视角回放*%% 个通用机位以及两路越位

专用画面+已提供了近乎铁证 !除埃及

球员法蒂对阵沙特时的争议手球等极

少数情况! 裁判在 012 程序启动后所

做的结论得到一致肯定) 真正引发质疑

的是! 在一些看起来理应回看 012 的

场景 ! 裁判有时反而执拗于自己的判

断) 如瑞典与德国的小组赛!如果裁判

能通过视频回看重新审视博阿滕在禁

区内对贝里的推搡动作!卫冕冠军出局

恐怕还得提前一轮) 为让比赛不变得支

离破碎!012 的使用注定是选择性的)

选择意味着主观!主观则意味着争议)

世界杯与高科技互惠互利

极低的出镜率不代表门线技术的

失败!这项成本极高的科技本就为极端

争议打造!这也是裁判的视野盲区) 对

于这一点!乌拉圭边裁埃斯皮萨诺比谁

都有发言权) 八年前的世界杯八分之一

决赛!英格兰中场兰帕德那记越过门线

的远射!正是因当值第二助理裁判埃斯

皮萨诺的错误判断而被判无效!三狮军

团因此失去了追平德国的最佳机会) 巧

的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动用门线技术判

断进球时!当值第二助理裁判又是这位

当年无比后悔的乌拉圭人(((与澳大

利亚队的小组赛!法国中场博格巴射中

横梁后弹出!门线技术第一时间确认皮

球已越过门线) 这一次!当值主裁不必

要再去向埃斯皮萨诺反复询问!后者也

不必再陷入懊悔与歉意的情绪中)

肩负着维护竞赛公平,还原客观真

相的使命!012 与门线技术在技术上的

容错率趋近于零) 在被引入世界杯前!

这两项技术已在德甲 ,意甲 ,中超等多

个职业联赛中先行使用) 使用过程难免

伴随着争议!但也正因为如此多的前车

之鉴!至少从技术本身而言 !这两项高

科技至今并未出错)

高精尖技术与足球盛事间并非单

向的推动关系!世界杯空前的曝光度为

高科技民用化的普及提供了契机与动

力)四年前!当 ,6 对普通公众还只是一

个虚无的概念时 !,6 超高清转播信号

已在三场世界杯比赛中运用!今年更是

首度在赛事中全程铺开) 类似故事也发

生在虚拟现实影像*02+转播技术身上)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足球运动产

生了更多需求!这也为濒临淘汰的技术

提供了新的使用场景) 最典型的例子便

是本届世界杯被媒体大肆渲染的另一

项黑科技(((%电视之星&比赛用球) 抛

开制造工艺的革新!这只足球的特别之

处在于内部的 73#*近距离无线通信技

术+芯片) 在%安卓 ,-"&时代就已崭露头

角的 73# 技术并非新兴产物!它为近距

离数据传输而生!却因使用场景稀少而

遭冷落!就连移动支付这一主战场也因

苹果等主流手机厂商的替代方案而宣

告失守)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不足以彻底

拯救 73#! 却令其再次找到了自身价

值(((复杂度,功耗,成本更低的 73#!

扮演起了绿茵场数据采集者的角色!通

过分析足球接触面力度, 位移轨迹,位

移速度,位移方向衍生出一系列球场数

据!配合追踪系统*89:;+对球员跑动距

离等数据的分析!生产出了一整套数据

分析产品) 对于向来被视作不适合进行

数据分析的足球运动而言!这提供了一

个全新的视角!而国际足联在满足球迷

需求的同时!也有意将数据向艺电*81+

等电子游戏厂商兜售!创造额外盈利)

())' 年欧洲杯半决赛上$ 索斯盖特罚失点球$ 令英格兰队在本土输掉了点球决战& $$ 年后$ 他率领的英格兰队终

于战胜心魔$ 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赢下点球决战& 视觉中国

国际足联技

术人员正在赛前

测试赛场的门线

技术$ 这项技术

自 $+(% 年引入

世界杯以来$ 亮

相 的 次 数 并 不

多&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