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防反战术解释：

乌姆蒂蒂把幸运女神的垂青顶

进欧洲红魔的死角， 荡平了法兰西

足球走向圣殿的道路。 无限接近大

力神杯的比利时“黄金一代” ，饮恨

于圣彼得堡的残阳里。

十九岁的姆巴佩是阳光的，但

他故意拖延比赛的举动是阴暗的。

格里兹曼的左脚是华丽的， 但在领

先后的倒脚是丑陋的。 法兰西足球

是浪漫的， 但面对实力相当的比利

时却是极端保守的。 俄罗斯世界杯

上球员总身价最高的法国队， 本可

以踢出赏心悦目的欧洲拉丁足球，

但呈现在世人面前的， 却是彻底颠

覆足球美学的功利主义足球。

在与比利时一战中， 这种功利

表现达到了极致， 正如比利时门将

库尔图瓦表示：“可以说， 法国队的

踢球方式就是反足球的表现， 我在

切尔西还从来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队的前锋离球

门有 30米远。 虽然他们有权利这么

做，但是看到这么丑陋事情发生，我

认为这终究不是件好事。 ”

德尚在俄罗斯祭起防守反击的

大旗， 作为顺应当今足坛发展潮流

的选择，这本无可厚非。 但是，防守

不等于保守， 反击不等于一味通过

在对方失误中觅得战机而放弃球

权。 如果说法国在与阿根廷一战中，

体现出了简约高效、 开合有度的防

反特征，那么在与比利时的对决时，

对球权的主动放弃、 对攻击的求全

求稳，则是防守反击新流派的走样。

对胜利的渴望， 驱使这支法国队行

走在功利主义的边缘。

从意大利的链式防守到穆里

尼奥的防守反击新流派，从光辉的

亚平宁抒情时代到切尔西、皇家马

德里的史诗岁月，防守反击同样可

以展现出美丽动人的足球。 在“防

反鼻祖” 意大利深陷困惑、穆里尼

奥的战术体系处于革故鼎新之际，

德尚为防反加了一点东西，那就是

功利。

德尚版的防反不好看， 却更实

用，取胜把握更大。 法国队以打得不

好看的足球， 战胜了打得好看的阿

根廷，战胜了打得更好看的比利时，

还极有可能战胜打得比较好看的克

罗地亚或者英格兰，最后取得冠军。

不好看的足球，可能生存能力更强。

自克鲁伊夫时代的荷兰全攻全

守足球与济科时代的巴西艺术足球

屡屡与世界杯失之交臂后， 足球就

在美丽与功利的纠结中前行。 南非

世界杯上， 西班牙人以优雅的倒脚

和从容的控制， 曾经做到了美丽与

功利的较好结合。 自那以后，足球的

美丽和功利， 又回复到互不相容的

状态。 在美丽与功利的爱与哀愁中，

足球该走向何方？ 韦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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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为丰富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 贵阳孔学堂将在明伦堂举办传

统文化活动。 现征集热爱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市民朋友参与， 市民可

凭有效证件报名参加。

时 间：7 月 14 日 （周六）09:

30-12:00

� � � �主 题： 逍遥与无奈———庄子

的理想境界和现实感悟

主讲人：陈静（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

国哲学史》常务副主编，《道家文化

研究》副主编。 长期从事道家思想

研究。 著有《自由与秩序的困惑 -

〈淮南子研究〉》《吾丧我———< 庄

子·齐物论 > 解读》《黑水城 < 吕

观文进庄子义 > 研究》《自由的含

义：中文背景下的古今差别》《自由

与权力———以严复为中心的观念考

察》等。 其中，《吾丧我———<庄子·

齐物论 > 解读》 获 2004 年哲学所

优秀论文一等奖；《自由与秩序的

困惑———淮南子研究》 获云南省

2006图书一等奖。 ）

民乐赏析文化系列（三）

时 间：7 月 15 日 （周日）09:

30-12:00

� � � �主 题：琵琶人与事

主讲人：杨靖（中国音乐学院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民族管

弦乐学会琵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中国音乐家协会琵琶专业学会副会

长，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科带头人、紫

禁城室内乐团团长、 杨靖琵琶室内

乐团音乐总监。 ）

报名方式：

1.微信报名：用户需要在微信

搜索 " 孔学堂 "， 或手动输入微信

号：gyconfucianism，添加并关注 " 孔

学堂 " 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 "

讲座报名 "即可进入报名系统 （适

用于高校学生听课修学分及市民网

络报名）；

2.现场报名：市民可前往贵阳孔

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推广部活动科进

行现场报名；

3. 市 民 电 话 报 名 ：

0851-83617687

� � � � 4. 微信报名后台咨询电话：

0851-86699033

� � � � 报名时间：2018 年 7 月 10 日

-7 月 13 日（上午:09:30-12:00� � 下

午:13:30-16:30）

温馨提示：1.报名成功的听众如

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与， 请及时

电话取消报名， 如未取消报名也未

准时到场参与累计超过 3 次者，今

后将不得参与孔学堂相关活动。2.讲

座结束后， 市民可将自己听完讲座

的感悟和对国学的独到见解发送至

孔学堂邮箱（gykxt928@163.com）

或贵州名博(blog.gog.com.cn)，优秀

的文章我们将在孔学堂官网和贵州

名博进行刊登， 另外还可以加入贵

阳孔学堂国学公益讲座听众交流

QQ 群 进 行 讨 论 ， 群 号 为 ：

159532784。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2018年 7月 9日

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活动公告

据新华社电 7月 11日凌晨，依

靠乌姆蒂蒂下半场的一个头球，法

国队笑到了最后， 他们以 1:0 淘汰

了比利时，时隔 12 年后再次杀进世

界杯决赛。

在这场群星璀璨的比赛中，来

自巴塞罗那的法国后卫乌姆蒂蒂并

不算什么明星， 但他决定了整场比

赛！ 第 51 分钟，在吉鲁制造了角球

之后， 格列兹曼开出角球，24 岁的

乌姆蒂蒂插上完成一个强有力的头

球，赶在防守的费莱尼之前，为法国

敲开胜利之门。 1:0，这也是整场比

赛的唯一一个进球。

乌姆蒂蒂代表法国队参加了

23 场比赛，仅仅打入两球，但他的

这个进球价值千金。 法国队第三次

杀进了世界杯决赛， 前两次分别是

在 1998 年法国世界杯和 2006 年德

国世界杯， 这个数字仅次于 8 次的

德国、7 次的巴西、6 次的意大利、5

次的阿根廷， 和荷兰队杀进决赛的

次数一样。 现在， 他们有望重演

1998 年夺冠的荣光，这次他们在决

赛的对手将是英格兰与克罗地亚之

间的胜者。

这场比赛也被称为提前进行的

决赛。相对星光黯淡的下半区，来自

上半区的这两支球队都是夺冠热

门，球星云集，身价惊人。 法国队的

全队身价排世界杯参赛各队之首；

而比利时全队身价也超过 7 亿欧

元。

两队首发阵容没有太大变化，

都只进行了微调。 法国队中马图伊

迪重回首发， 比利时则以登贝莱代

替了无法出场的穆尼耶。 两队一开

场就都不保守， 以三后卫应战的比

利时一反上一场淘汰巴西时的稳守

反击，一开场就展开高位逼抢。比利

时队在全场占据了控球优势， 达到

60%， 但他们全场仅仅 9次射门，远

远少于法国队的 19脚射门。

19 岁的姆巴佩依然是场上法

国队的焦点人物。 他的速度在本场

比赛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 12 分

钟，博格巴妙传，姆巴佩的单刀差点

就早早破门。而法国队在进球之后，

利用反击连续在比利时门前制造险

情，姆巴佩的速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还在禁区内有一次漂亮的脚后跟

妙传，但吉鲁浪费了这次机会。

比利时人在前 30 分钟占据了

比较大的优势， 明星球员阿扎尔的

过人给法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下半时落后之后， 比利时人只

能强攻。 换上了默滕斯的比利时队

增加了在右路的起球， 创造了不少

机会， 但德布劳内的后插上和费莱

尼的头球都没有奏效。

随着终场哨响起，继 1986 年之

后，“欧洲红魔” 比利时再一次倒在

四强赛上， 但这已经是他们在世界

杯上的最好成绩。

乌姆蒂蒂建功 法国闯入决赛

美丽与功利：向何而生

赛事评论

■足坛聚焦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世界杯 11

日进行的半决赛中，法国 1:0击败比利

时，第三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对于比赛

中采取的防守反击战术， 法国队主教

练德尚说：“（半决赛对阵比利时）需

要实用主义，是时候现实点了。 ”

这场比赛， 法国后卫乌姆蒂蒂

头球打进唯一进球。 双方教练都认

为定位球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因

素。德尚说：“比利时队很强，这时候

是要现实一点。 如果射门更精确的

话，我们会进更多球。 ”

1998年， 法国第一次夺得世界

杯冠军。 这是他们第三次晋级决赛，

新闻报道说整个法国都在庆祝。 问

及与 1998 年时的感受有何不同，德

尚说，很显然不一样，他那时是球员

现在是教练，如今看到球员，他为他

们高兴，非常骄傲。

德尚还说：“没有人能抹去我们

那一代的印记， 但我们不能活在过

去，那属于很多法国人，但我不能给

球员谈那些，我们要书写新纪录。 ”

1998年世界杯半决赛， 法国队

后卫图拉姆打进两粒进球助球队逆

转取胜，决赛他们力克巴西夺冠。 德

尚说， 相同的处境的确会引发很多

类比，要感谢球员们，他们是主角。

法国的决赛对手将在英格兰和克罗

地亚间产生。

德尚坦言

实用主义到了

据《法制晚报》 北京时间 7 月

10日，皇马宣布 C罗离队，1亿欧元

转会尤文图斯，C 罗和新东家签署

了一份为期 4 年的合同， 年薪高达

3000万欧元。

上周一开始， 突然传出 C罗可

能转投尤文的消息， 这也成为世界

足坛最受球迷关注的报道。 甚至在

还没确定 C 罗肯定加盟的情况下，

尤文俱乐部的股票在三天内就涨了

22%，净值增加了 1.6亿欧元。

作为当今足坛的超级巨星，C

罗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关注度都是

无法比拟的。 C 罗在本届世界杯打

进 4 球， 但无奈葡萄牙国家队整体

实力不足，最终未能晋级八强。

虽然 C罗这次加盟尤文转会费

为 1 亿欧元， 并不是目前球员转会

的最高身价， 但这足以称得上是世

界足坛历史上最轰动的转会， 影响

力超过了去年夏天内马尔以 2.22 亿

欧元转会费加盟巴黎圣日耳曼。

目前 C 罗的实力毋庸置疑，他

是五座金球奖得主， 上赛季还帮助

皇马卫冕欧冠冠军。 而转会涉及的

皇马和尤文图斯都是世界顶级豪门

俱乐部， 在全球的球迷数量都非常

多， 皇马球迷们对 C罗的离去感到

不舍， 而尤文球迷们则对俱乐部高

层的大手笔引援惊喜不已。

33 岁的 C 罗出道自里斯本竞

技，2003年加盟曼联。 2009年夏天，

C 罗以 8000 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

皇马。据统计，在效力皇马的 9年，C

罗贡献进球数量为 450 粒、131 次助

攻， 和皇马一同夺得 2个西甲、2 个

国王杯、2 个西班牙超级杯、4 个欧

冠、3个欧洲超级杯和 3个世俱杯冠

军。 国家队生涯他 2016年和葡萄牙

一起夺得欧洲杯冠军。

1亿欧元

C罗转会尤文

一球小胜“欧洲红魔”比利时———

法国球员庆祝晋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