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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

新华社莫斯科 6 月 20 日电(记者郑道锦)
日本队为亚洲足球突破了一项尴尬的历史：在
世界杯 88 年的历史中，亚洲球队 17 次遭遇南
美球队无一胜绩，而这次日本队终于在哥伦比
亚队身上打破了魔咒，捍卫了亚洲足球的荣誉。
而与日本足球的精彩表现对照，中国足球应该
赶紧抛弃“田忌赛马”的思维了。

日本队的这场胜利还不那么有说服力，毕
竟哥伦比亚队开场 3 分钟便被罚下一人。尽管
卡·桑切斯也是被日本队的进攻逼得无奈才用
手挡出那记射门，但终究这让日本队在绝大多
数时间里取得了人数不对等的优势，亚洲球队
今后还需在一场人数相等的较量中击败南美球
队才会更令人信服。

然而，从日本队展现的足球来看，他们以多
达 10 人的海外兵团为主框架构成的首发阵容
已可以踢出不亚于对手的高质量传控。即便哥
伦比亚队没有那么早吃红牌，日本足球展现的
风格和水准至少和对方类似，而哥伦比亚队是

上届世界杯的八强球队。
日本队最终上场的 14人中，仅有主力中

卫昌子源和替补后腰山口萤两人来自国内联
赛，其余像香川真司、原口元气、大迫勇也等
人，悉数来自五大联赛或其他高水平联赛的
俱乐部。也就是说，当日本足球召回全部“上
等马”的时候，他们有能力与欧美准强队相抗
衡，或至少可以一战。而中国足球目前并没有
这样的实力，事实上，去年年底国足在热身赛
碰上哥伦比亚队时，几乎被打得毫无还手之
力。

中国足球整体上存在一种“田忌赛马”式
的思维，不论在亚冠联赛，还是在国内联赛，
这种思维方式都比较有代表性，既然我们在
绝对实力上敌不过拥有大量海外军团之“上
等马”的日本队，便可以在俱乐部层面玩这样
的一种游戏：把本土球员的“上等马”和数名
国际大牌外援组合在一起，通过资金上的优
势，以我们的本土球员的“上等马”去对日本

俱乐部的“中等马”，以大牌外援的“上等马”
去对日本俱乐部非大牌外援的“中等马”，这
样一来我们便可占据优势，从而在亚冠联赛
“降日克韩”。

但是“田忌赛马”是有局限性的，用于短
期的战术应手可以，用于长期计划则无法取
得成功。道理很简单，“田忌赛马”做的是存
量，而非增量，如果马的资质不如对手，只想
着怎么样在这些马中排列组合，是无法让这
些马取得整体上的进步的。而日本足球则主
要做的是增量，他们没有兴趣玩这些简单的
内部排列组合的游戏，而是将主要精力集中
在怎样在技战术上“脱亚入欧”上——— 通过
掌握先进的技战术训练方法引入青训，提高
青训质量和数量，从而甩开原有的平台水
平，获得实质性的提升。而有了这样瞄准增
量和寻求技战术实质性增长的思维，一国的
足球才有可能摆脱低水平的轨道，走上正确
的道路。

当中国足球根本没有机会与集齐“上等
马”的日本队交手、只能在东亚杯中对阵日本
队的二线阵容或青年军时，我们便发现这里
面的区别，日本足球不介意对方的“田忌赛
马”，因为通过与对手的“上等马”的较量，日
本足球的“中等马”便可得到不错的锻炼，而
他们的“上等马”则在更高水平的五大联赛和
其他高等级联赛中不断磨炼。更可悲的是，如
今日本的鹿岛鹿角和韩国的全北现代，在几
乎全部使用本土球员的情况下，也可以对抗
或击败中超的几大俱乐部了，也就是说，日、
韩足球在这样的“田忌赛马”中，自身的“中等
马”们反而获得了提高。

忘记“田忌赛马”式的小聪明吧，中国足
球需要瞄准增量，需要尽快掀起一场技战术
革命，需要不拘一格提拔创造性人才来找到
全新的、科学的青训方法，以此追求实质性的
提升。不然，只怕中国足球与日韩乃至世界的
差距会越来越远。

由日本终结亚洲球队“世界杯魔咒”想到

中国足球该抛弃“田忌赛马”式思维

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
中国首个内容生产智能基础设
施———“Magic”智能生产平台
应用世界杯报道后，截至 6 月
20日 11时，通过“Magic”平台
生产的世界杯短视频达到
10296 条，占主要视频网站世
界杯中文短视频总产量的
78%，其中最快一条生产耗时
16秒。

6月 13日，新华社向全球
发布了“Magic”智能生产平
台，并宣布作为世界杯内容制
作的技术平台投入实战。在短
短 7 天时间内，“Magic”世界
杯短视频产量突破万条，其中
生产时间最快的视频是《进球
了！秘鲁 VS 丹麦》，在丹麦队
进球后 16 秒内，“Magic”就迅
速生成了进球视频。

据“媒体大脑”对优酷、腾
讯、爱奇艺、搜狐、CCTV 等视
频网站“世界杯频道”监测，截
至 6 月 20 日 11 时，这些站点
世界杯中文短视频总产量
13166条，其中通过“Magic”技
术平台生产的内容达到 10296
条，占比 78%。

据了解，“Magic”作为世
界杯内容制作的技术平台，已
与相关内容版权方达成合作，
用户能够通过：“优酷 Magic”
“UC 世界杯快报”“MAGIC 世
界杯”等多个频道观看“Magic”
实时生产的世界杯视频新闻。

“Magic”是新华社在 2017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媒体大
脑”的升级版本，也被称之为
“媒体大脑”2 . 0。所谓“Magic”
即“MGC”(机器生产内容)与
“AI”(人工智能)的组合，与“媒
体大脑”1 . 0 一样，“Magic”智
能生产平台由新华社与阿里巴
巴合资公司新华智云独立研
发。

据了解，“Magic”将大数
据处理技术、智能算法技术和
人机协作技术有机结合，围绕
内容生产开发出智能数据工
坊、智能媒资平台、智能生产引
擎、智能主题集市等四大智能
系统。

据新华智云联席 CEO 徐常亮介绍，通过机器辅助，海
量的历史和实时内容将被精细化的自动拆解，并以颗粒的
形式存储在云端，一旦有最新的事件发生，机器会自动调用
云端的数据颗粒，实时生成视频新闻，“内容经过数据化后，
会产生新的内容，这就是‘Magic’的魔法。”

通过对所有内容数据化后，在未来计划中，“Magic”还
能够帮助内容生产者找到新闻角度。

新华智云相关负责人说：“‘Magic’将帮助内容生产者
更多地获取新闻资源，更好地处理新闻资源和更快地传播
新闻资源，在未来计划中，它还要成为一个发现新闻的平
台，机器通过数据之间的联系比对，将会发现人发现不了的
角度和新闻点，机器不是来取代人的，而是来帮助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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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 6 月 20 日电(记者马建国)联合国纷繁
复杂的工作似乎并没有淹没世界杯足球赛：在联合国总部
大楼 2楼的代表咖啡厅，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特意为
观看世界杯安装了电视，在俄罗斯队与埃及队开战之际，
电视机前似乎是足球的世界。

“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看球。”埃及常驻官员卡里
姆·伊斯梅尔说。

而这位埃及外交官身边的一位美女说，她现在在联合
国新闻司工作，但在今天埃及与俄罗斯队的比赛时段，她
的上级特许她来看球。

不但是埃及的外交官，来自中东的很多外交官也加入
了观众席。

作为东道主的俄罗斯驻联合国使团更把这次俄罗斯与
埃及的比赛当成本职工作。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
的新闻发言人费嘉把自己的工作人员带到现场。

终场哨响，俄罗斯队 3： 1战胜埃及队。赢得第二场
比赛的东道主自然是开心快乐，费嘉主动招呼记者和俄罗
斯使团的助威团合影留念。

除了在有俄罗斯队比赛的时段收看比赛之外，俄罗斯
驻联合国使团还安排了一些足球相关的活动。

联合国：看球就是工作？

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记者郑昕、韦骅)
风云际会、波诡云谲，俄罗斯世界杯结束小组赛
第一轮争夺。这边艳阳高照，那边淫雨霏霏，尽
管同是在炎炎夏日作战，但首战结束后，32 强
心中的凉热，却是大相径庭。

欧洲晴空万里唯一处倾盆大雨

大力神杯回归欧陆，在本大洲作战的诸强
占据天时地利人和，14支欧洲球队在首轮取得
8 胜 4 平 2 负的不俗战绩，并打出多场进球大
战，贡献的 26 粒进球数占据首轮 38 粒总进球
数近七成。

其中，冰封多时的北欧迎来了久违的阳光，
冰岛、丹麦和瑞典保持不败，风光无限。西欧的
法兰西虽比赛过程凶险但 3 分落袋，英格兰与
比利时双双取胜，撕下伪强队标签，携手出线可
期。伊比利亚半岛双雄西班牙、葡萄牙打出精彩
对攻战，逼出“终极版”克·罗纳尔多。此外，克罗
地亚、塞尔维亚、俄罗斯等队也都迎来开门红。

出人预料的是，全欧阳光普照之下，只有波
德平原上空暴雨倾盆。携卫冕冠军之威出征俄
罗斯的德国队，遭墨西哥人当头棒喝。在对手的
快打旋风之下，德国战车的“B 计划”来得太晚

且执行不力，若主帅勒夫不能及时调整，恐要
步上届卫冕冠军西班牙止步小组赛的后尘。
因不少球员效力德甲而有“德国二队”之称的
波兰队，则陪着老邻居一起输球。

纵观欧洲气象，二流强队的崛起撑起板
块的坚挺，在冠军有力争夺者德、西等队未能
取胜的情况下赚足了积分和面子。随着英格
兰、比利时、法国渐入佳境，欧洲诸强集体冲
锋，可能复制 2006年世界杯淘汰赛几乎变为
欧锦赛的一幕。

美洲阴晴不定前景未卜

与欧洲的晴天相比，南、北美洲可谓阴晴
不定，传统两强巴西、阿根廷都没能取胜，为
出线道路蒙上一层阴霾，不过准一流的乌拉
圭、墨西哥都通过小胜对手占据出线先机，在
残酷的小组赛中拨云见日。

一个大伤初愈，一个体能堪忧，内马尔和
梅西都没能用个人的出色表现带领巴西、阿
根廷走向胜利。面对各自对手的超密集盯防，
两支南美豪强有些准备不足，同时暴露出备
战期配合生疏的短板，球员在久攻不下时选
择单干，更是正中对手下怀。还好两队所在小

组成员强弱分明，在逐步找到状态后也还有
空间回到正轨。

家有一小，洛萨诺攻城拔寨，家有一老，
马奎斯统领后防，墨西哥人在首轮带给世人
最大的惊喜，若能延续掀翻德国战车的状态，
以其阵容实力破除连续六届世界杯以来的
16 强魔咒，也并非遥不可及。乌拉圭情况也
类似，幸运进入东道主所在的小组，拿下首战
且最后一轮才碰俄罗斯，两队携手出线的可
能性不小。

其他美洲球队的头顶则是愁云惨淡，上
届黑马哥斯达黎加、时隔 36年重返世界杯的
秘鲁、新军巴拿马都在首轮落败。从硬实力来
讲，这些球队其实并不如此次未能参赛的美
洲成员美国、智利、巴拉圭队等，晋级决赛圈
有运气成分，如今远征地球另一侧作战的舟
车劳顿难免在首战就被“打回原形”。

亚非“东边日出西边雨”

说起“打回原形”，原本被认为形势堪忧
的亚洲球队反倒逆境崛起，有两支球队取得
开门红，尽显春风拂面。反观非洲球队，前四
战全败只进一球，大雨滂沱，靠着塞内加尔在

首轮收尾战的胜利才挽回颜面。
日本和伊朗的取胜虽有运气成分，但不

得不说他们是将自我风格坚持得最为彻底的
亚洲球队，一个无论打强队还是弱队都摆出
稳守反击阵势，一个面对哥伦比亚人也敢传
切配合。胜利是对两队最好的奖赏，虽说 3分
尚不能保证从强敌环伺的小组中出线。

相比之下，其他亚洲球队就是正常发挥，
沙特阿拉伯被东道主戳出 5 个窟窿，和揭幕
战的特殊气氛有关，但更是实力差距的反映。
澳大利亚和韩国“力竭而亡”，不是自己不争
气，怎奈对手要身体有身体、要天赋有天赋。

在多年的“窝里横”之后，北非球队创历
史地有 3支球队冲进世界杯决赛圈。摩洛哥、
突尼斯和埃及的比赛过程不同，但结果都是
一分未得。聊以自慰的是，上届世界杯“北非
之狐”阿尔及利亚也是首战落败，却越挫越勇
闯入 16强。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代表队此前几届世界
杯内讧不断，此次的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两
队目前尚“情绪稳定”，从场上表现来看也比
北非球队更具竞争力，特别是塞内加尔在风
格多元的 H 组中抢占先机，或许会在 2002
年之后再演黑马奇迹。

世界杯小组赛首轮 32 强“晴雨表”

19 日，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比赛全部
结束。人们看到了上演“帽子戏法”的 C 罗，错
失致胜点球的梅西；见证了戈洛文的声名鹊起，
也领略了墨西哥“内切王”洛萨诺击败卫冕冠军
德国队的精彩一幕。

32 强初亮相，哪位巨星或新星给你留下最
深印象？也许每个人心中拥有不同答案。但见证
了相似的惊喜和遗憾，人们期待能在接下来的
比赛中领略更为璀璨的“星光”。

“天神下凡”

C 罗带着新科欧洲冠军葡萄牙队与他众
多的皇马队友一起，联袂奉献了首轮比赛最为
重磅的一场对决。这位五次金球奖得主在对阵
本届杯赛夺冠热门西班牙队的比赛中独中三
元，几乎凭借一己之力为球队拿到一个积分。要
知道，已经 33 岁的 C 罗之前参加的三届世界
杯比赛，总共只打进 3 球，而这届杯赛首场就将
其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增加了一倍，这样爆棚
的竞技状态也让球迷对葡萄牙在本届杯赛中的
前景怀揣期待。

虽然风头被 C 罗压了一头，但是迭·科斯
塔在首轮小组赛中的表现也堪称精彩。在两度
落后于葡萄牙的危急时刻，这位效力于马德里
竞技的前锋两度帮助西班牙队扳平比分。联想
到西班牙队刚刚经历首战前两天更迭主帅的震
荡，“美颜哥”迭·科斯塔可以说是做到了“挽狂
澜于既倒”。

是“三狮军团”还是“三喵军团”？凯恩用包括
终场前“绝杀”在内的两粒进球，让英格兰队重回
本届大赛夺冠热门行列。2014 年巴西世界杯，英
格兰队一场未胜小组出局，随后杰拉德退出英
格兰队。2016 年法国欧洲杯，英格兰不敌当时名
不见经传的冰岛队，止步 16 强，一年后鲁尼也
宣布退出英格兰队。对年轻的“三狮军团”而言，
这个时代需要一位英雄。而来自热刺队的射手
凯恩，可能就是他们想要寻找的那个人。

除上述球星外，卢卡库、莫德里奇、博格巴
等人在首轮也拥有堪称惊艳的表现。在德国队
首轮失利，巴西、阿根廷首轮遭遇平局的情况
下，他们在世界杯复刻了自己在俱乐部层面的
优秀表现，帮助各自球队赢得“开门红”。

初露锋芒

一记精准的任意球破门、两记漂亮的助攻，
22 岁的俄罗斯小将戈洛文在世界杯揭幕战上
一战惊天下，帮助“东道主”5：0 击败沙特阿拉
伯队。这是一位罕见的全能型球员，既能踢前
腰、也能踢后腰和两边前卫的他在攻防两端都
十分突出。纵观首轮各队表现，戈洛文拿球时明

显体现出比其他同龄球员高出数筹的沉稳、
合理和威胁性。这位长相酷似德国球星罗伊
斯的球员，已经凭借其潇洒的球风为自己和
俄罗斯队赢得了众多拥趸。

对于墨西哥人来说，小组赛首轮 1：0 击
败卫冕冠军德国队的比赛，称得上是一场能
够载入史册的比赛。绰号为“墨西哥内切王”

的洛萨诺正是凭借自己内切后的射门，完成
了对德国队的致命一击。这位来自于埃因霍

温队的左边路突击手，惯用脚却是右脚，他速
度奇快、突破犀利，总喜欢在前场边路内切走
向中路突袭对方球门。相信在“一球成名”后，
洛萨诺已成为韩国和瑞典队需要研究的重点
防范对象。

19 日晚首轮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
23 岁的尼昂帮助塞内加尔队 2：0 击败欧洲
劲旅波兰队，也算是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
冷门。尼昂身体强壮、爆发力强，不仅能够在

与东欧球员的直接对抗中不落下风，而且还
具有超过一般非洲球员的技战术素养，能够
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像 2002 年首次参加
世界杯时首场击败当时的卫冕冠军法国队一
样，塞内加尔队又迎来了世界杯“开门红”，尼
昂和塞内加尔队带给世人的惊喜，从首轮小
组赛就已经开始。

一筹莫展

阿根廷队被冰岛队 1：1 逼平，巴西队与
瑞士队 1：1 握手言和，再加上德国队首轮输
球，这些战绩说明梅西、内马尔以及穆勒等一
众一流乃至超一流球星，目前在俄罗斯世界
杯上还是一筹莫展。不同于在巴萨中所处的
地位，梅西要在阿根廷队扮演进攻组织者、终
结者等多个角色，队友们一切依靠梅西而不
愿意为其分担更多，导致“梅球王”孤掌难鸣。

实际上，梅西其实并非状态低迷，他只不过是
在重压之下罚丢了点球，成为了阿根廷队未
能取胜的“背锅侠”罢了。

与曾经俱乐部队友的命运相似，内马尔
也在世界杯首场受到了对手的“重点关照”。

全场比赛，内马尔被侵犯次数达到两位数，他
在比赛中多次倒地，多次出现的痛苦表情说
明蛟龙被缚、虎进囚笼，以内马尔为核心设计
的战术打法没能得到良好的贯彻实施，“绊马
索”让巴西人的体系陷入困顿，这才给了瑞士
人机会。

回想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内马尔前两场
比赛打得也并不好，而是从第三场小组赛开
始突然发力，最终打破了巴西男足奥运会无
金牌的历史魔咒。这样看来，平局开场的桑巴
军团只要注意调整和适应，应该有机会在接
下来的比赛中渐入佳境。

与巴西队同样需要经历大调整的是德国
队。首场对战墨西哥队，德国人状态萎靡、求
胜欲明显不足，在对手的“狂野版”Tiki —
Taka 打法面前，德国人就像一部年久失修的
老爷车，面对目的地逡巡难进。除了罗伊斯、
克罗斯发挥正常外，穆勒、厄齐尔几乎就像在
足球场上“隐身”了一样。打天下易，守天下
难。如果德国人不尽快做出调整，那么他们很
可能成为 2002 年以来第四个在小组赛阶段
出局的卫冕冠军。

除了以上巨星外，首轮过后人们可能还
希望给 2014 年世界杯金靴奖得主哈·罗德里
格斯和当今世界最好的中锋之一——— 莱万多
夫斯基等人捎句话，那就是：你怎么了？快醒
醒啊！世界杯已经开始了！

(记者姚友明、王浩宇)
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

小组赛首轮盘点：巨星和新星，谁更让你难忘？

▲ 6 月 20 日，葡萄牙队球员克·罗纳尔多（左一）在比赛中头球破门。

当日，在莫斯科进行的 2018 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 B 组小组赛中，葡萄牙队以 1 比 0 战
胜摩洛哥队。 新华社记者曹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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