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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雄鸡再陷内讧
虽然西班牙队被一致看好， 但此

前西班牙队从未在世界大赛上战胜过
法国队。 2006年德国世界杯1/8决赛，
法国队以3比1大胜西班牙队。

时过境迁 ， 西班牙队在最近4年
连续夺得欧洲杯和世界杯后， 已然成
为世界足球的新霸主 。 而曾经夺得
1998年大力神杯的高卢雄鸡， 已成明
日黄花。

本届欧洲杯，法国队来势汹汹，意
图重新崛起，表现却依然疲软，只是侥
幸晋级8强。尤其在小组赛最后一场以
0比2不敌瑞典队后， 球队再次爆发内
讧，多达4名球员与主教练布兰科在更
衣室展开唇枪舌剑。 人心涣散的法国
队拿什么与斗牛士军团抗衡呢？

杀 “鸡” 焉用 “牛” 刀？ 西班牙
队拿下比赛没有任何悬念。 比赛一开
始， 斗牛士便依靠强大的整体实力控
制了比赛节奏， 法国队则似乎没有睡
醒， 看不出一丝拼搏的精神。 如果说
希腊队是战死在沙场， 法国队则在比
赛伊始就已丢掉了手中的长矛。

当阿隆索罚入点球， 将比分锁定
在2比0之后， 黯然出局的法国队更像
是得到了一种解脱。 但就在球员退出
球场的时候， 法国队脾气火暴的纳斯
里与法国记者爆发了冲突， 他连爆粗
口。 对于法国队来说， 本届欧洲杯还
真是输球又丢人。

阿隆索完美百场秀
独中两元， 轻取法国队， 对西班

牙大将阿隆索来说， 是他在国家队第
100场比赛的最好礼物。

阿隆索首次代表西班牙队参赛要
追溯到 2003年 ， 经历了 9年的风雨 ，
如今的西班牙队已经是欧洲冠军和世
界冠军， 阿隆索也悄然迎来了自己在
国家队中的第100场比赛。

虽然担任后腰一职， 阿隆索却是
一名典型的 “影子杀手 ”。 尤其是在
博斯克时代， 算上本场比赛的两个进
球， 他已经打入了15个进球， 仅落后
于比利亚的33球 ， 甚至比9号中锋托
雷斯的进球数还多2个。

个性低调隐忍的阿隆索更是西班

牙队的福将 。 在他登场的100场比赛
里， 西班牙队取得了79胜11平10负的
佳绩， 79%的胜率不仅在西班牙队历
史上是最高的， 同样笑傲世界足坛。

西班牙队将在半决赛迎战葡萄牙
队， 阿隆索将与俱乐部的队友C罗硬
碰硬 。 对此 ， 他一如既往地平静 ，
“我们对C罗非常了解， 他水平之高超
乎想象。 我们必须踢出一场像今天这
样的比赛， 或者要踢得比今天更好。”
或许阿隆索也希望像C罗一样， 来个
帽子戏法。

北京时间6月24日凌晨，欧洲杯进行了第3场1/4决
赛的争夺， 卫冕冠军西班牙队以2比0轻松击败法国队，
顺利挺进半决赛。

杀“鸡”焉用“牛”刀
本报记者 王亮

图为
西班牙队
球员阿隆
索在比赛
中庆祝罚
进点球。
新华社发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 6月23日 ， 世界斯诺克巨星
马克·威廉姆斯与斯蒂芬·马奎尔在张
家界市举行世界斯诺克表演赛 。 最
终， 马奎尔以4比3战胜威廉姆斯， 为
广大斯诺克球迷带来一场世界顶级视
觉盛宴。

这是张家界第2次举办国际斯诺
克表演赛， 与2011年首届张家界国际
斯诺克表演赛相比， 本次表演赛嘉宾
阵容更强大 。 “金左手 ” 马克·威廉
姆斯世界排名第2， 斯蒂芬·马奎尔世
界排名第5。 比赛现场气氛不逊于世
界斯诺克赛事， 威廉姆斯和马奎尔全

力以赴， 均拿出自己的杀手锏， 引来
现场球迷阵阵掌声。 最终， 马奎尔以
4比3战胜威廉姆斯。 在世界著名的风
景旅游胜地举办国际性斯诺克表演
赛 ， 让风景与赛事相融合 ， 亦静亦
动， 为张家界打造了一张国际旅游城
市体育名片。

国际斯诺克表演赛张家界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