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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巴西世界杯开幕,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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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147 1 4 2
排列 5 14147 1 4 2 8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4064 08 15 33 34 35+01 0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派奖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0
下期奖池：605400258.9（元）

9481293 5000000

00

作为足球世界最为成功的国家队， 巴西队为世人奉献了
无数经典的比赛，捧出众多充满魅力的英雄，加冕诸多荣耀。
正因为此， 几乎每一届世界杯， 巴西队都是当仁不让的大热
门。但有那么一届，巴西队却罕见地不为人所看好，甚至被称
为“角落里的巴西”，那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

似乎是1998年的打击依然刻骨铭心，2002年巴西队出征时
就像是欠了一大笔债， 全队上下弥漫着郁郁不得志的神采。也
难怪，彼时巴西队在预选赛中表现糟糕，最后一轮才确定闯入
决赛圈；罗纳尔多也是刚刚伤愈，能恢复几成功力前景难料。

因此，即便小组分组十分轻松，巴西队依然不被看好。与
之相比，阵容齐整、士气高涨的法国、阿根廷、意大利等豪门
才是外界眼中的香饽饽。这支巴西队，也被外界调侃为“角落
里的巴西”。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世界杯前的低迷表现、
外界的调侃，反而成了巴西队上演逆袭的药引，不但点燃了
球队的斗志，更提升了球队的凝聚力。

7场比赛，巴西队如狂风扫落叶一般，全部取胜。不管是
小组中的土耳其，还是淘汰赛遇到的英格兰，决赛对手德国
队，都无法给巴西队制造麻烦。

回顾巴西队在这一届世界杯的历程， 就像是一只涅槃重
生的凤凰，不断积蓄着能量，只待最后时刻的登顶。主帅斯科
拉里在总结胜利时说：“这一次，我们在用心比赛。用我们的团
结、友谊、合作和奉献，争取到了最后的胜利。”

巴西队由此成为“五星巴西”，历史荣耀更加辉煌；以8球
荣膺金靴的罗纳尔多也正式封神，加冕“一代球王”。

2002年的世界杯，最终留给世人一支最“离经叛道”的巴
西队。它卧薪尝胆、低调务实；它不为人所看好，一直待在无
人关注的“角落之中”，直到破茧成蝶的一刻。

同时，这支非典型巴西队还拯救了可能是史上最糟糕的
世界杯。

作为首次在亚洲举办的世界杯， 原本理应呈现的荣耀，却
引来太多争议。 东道主韩国队在1/8和1/4决赛中分别通过裁判
的“照顾”淘汰了意大利和西班牙队，让全世界惊叹。好在巴西队
的神奇表现中和了这些难堪的回忆，让人在盘点起2002年时，脑
海中浮现的不至于总是意大利和西班牙队的含冤出局。

有趣的是，当2006年世界杯举行时，作为卫冕冠军的巴
西队重新被归为大热门，却折戟而归，在4/1决赛中被法国队
击败，早早回家。

看来，当大热门真不是什么
好事，躲在“角落里”待一待，反
倒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哥伦比亚：
伤不起啊伤不起

虽然距离上次参加世界杯已有
16年之久， 但哥伦比亚队依然被认
为是该小组最具“出线相”的球队。
不过， 世界级前锋法尔考最终因伤
无缘，让球队前景蒙上阴影。

预选赛中，哥伦比亚队表现出
色，以仅次于阿根廷队的成绩闯入
决赛圈。法尔考、瓜林、马丁内斯等
球员的出色表现是关键。这支哥伦
比亚队，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强大进
攻力，因此被称为历史上最强大的
国家队之一。本届世界杯，哥伦比
亚队也期待着创造历史。

但是， 随着法尔考最终的缺
席，一切美好的预期不再清晰。

法尔考的缺席， 不止是少了一
个攻城拔寨的利刃， 更将带来一系
列的连锁反应。 哥伦比亚队的打法
一直都是围绕法尔考来制定， 现在
不得不重新思考新的打法， 这对主
帅佩克尔曼是个考验， 对哥伦比亚
队更是一个考验。同时，球队的士气
也多少会受到影响。

科特迪瓦：
大象也能跳舞

科特迪瓦被球迷们称为“非洲
大象”， 但拥有亚亚图雷等明星球
员的他们完全可以证明，大象也能
跳舞：实现首次晋级淘汰赛，甚至
更进一步。

科特迪瓦不缺球星， 不缺能
力。德罗巴、亚亚图雷、热尔维尼奥
等球员均是早已证明自己的价值。
对于这支已是连续第3次参加世界
杯的球队来说， 一直缺少的是运
气。2006年，他们和阿根廷、荷兰
以及塞黑队一组，2010年同组则
有巴西和葡萄牙队，每次只能哀叹

“既生瑜，何生亮”。
本届世界杯，他们终于迎来了

最好的机会。哥伦比亚、希腊、日本
虽然都不是好啃的骨头，但再硬总
硬不过阿根廷和巴西。

面对三支实力相当的球队，科
特迪瓦队需要的是耐心。科特迪瓦
队作为非洲球队的代表，攻强守弱
的通病也是根深蒂固。因此，球队
在充分发挥进攻能力的同时，要稳
住防守，把握节奏，才能走得更远。

希腊：
比赛难看，拿分就好
虽然一直戴着2004年欧锦赛冠

军的帽子，但希腊队早已被归为“酱
油球队”。不过，在勉强通过附加赛闯
入本届世界杯后， 希腊队似乎又被
幸运女神击中： 分在了一个没有绝
对实力球队的小组。

都调侃说巴西队是“平民”球
队，但看看希腊队，你才知道什么
是真正的“平民”。希腊队的平民色
彩，不仅仅是球队没有一个拿得出
手的明星， 更在于球队的风格、技
战术特点。

和以往一样，现在的这支希腊
队依然延续着传统的保守风格：立

足防守，伺机反击。小组赛中，虽然
三个对手都不具有压倒性的强势，
但希腊队肯定还会延续这种风格，
他们不会在乎踢得好不好看，能拿
分才是硬道理。

日本：
史上最强，期待新高
做着勇夺大力神杯的梦， 日本

队踏上了又一次世界杯之旅。 与往
届不同，本届日本队号称史上最强，
有多达12名旅欧球员帐中待战，期
待新高的目标并非痴人说梦。

中场是日本队最强大的地方，
也是他们力争进入16强乃至8强的
最大法宝。 效力曼联的香川真司，
上赛季转会AC米兰的本田圭佑，
再加上美因茨的冈崎慎司，三人组
成了日本队豪华的前场三叉戟。

日本队的弱点是球队身材矮
小，对抗能力稍弱，面对希腊队还
能应付，但与凶狠的哥伦比亚和科
特迪瓦队对阵， 前景就不好说了。
要么是以柔克刚，要么是被冲得七
零八落。

论剑·C组 欧美豪强的缺少， 让C组的出线形势异常复杂。 哥伦比亚、
科特迪瓦、 希腊、 日本， 均不具备绝对的出线实力———

雾里看花

本报记者 王亮

法尔考的缺席，是哥伦比亚队的损失，也是本届世界杯的损失。 图为5月28日，法尔考（中）与队友在训练中。
新华社发

C组赛程
北京时间 对阵双方

6月15日00:00 哥伦比亚VS希腊

6月15日09:00 科特迪瓦VS日本

6月19日03:00 西班牙VS智利

6月20日00:00 哥伦比亚VS科特迪瓦

6月25日04:00 日本VS哥伦比亚

6月24日00:00 希腊VS科特迪瓦

热身 角落里的巴西
王亮

动态

巴西政府为了保证在世界杯比赛中的安保工作的正
常开展，决定为巴西联邦警察部队加薪15.8%。据警察的
工会组织透露，警方的代表在首都巴西利欧亚已经接受了
政府的提议，而在几天之内，全国26个州将会进行投票确
认这项加薪的顺利实施。

巴西政府给警察加薪15.8%

6月3日，意大利队在佛罗伦萨拍摄全家福照片，准备踏
上巴西世界杯的征程。照相似乎也是一个体力活，图为布冯
（右）在拍摄期间打哈欠。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巴西戈亚尼亚6月3日电 巴西国家男足3
日在中部城市戈亚尼亚与巴拿马队进行了世界杯赛前的
一场热身赛，最终在主场以4比0大胜对手。巴西选择巴拿
马作为国家队集训后的首个对手， 其目的是针对小组赛
对手墨西哥，适应中北美球队的风格。巴西队下一场友谊
赛挑选塞尔维亚作为对手的目的是适应世界杯首个对手
克罗地亚的球风。

4比0巴拿马 巴西小试牛刀

希腊0比0尼日利亚 瑞士2比0秘鲁
墨西哥0比1波黑

卡斯特拉奇 （意大利队队医）
“那些传言太夸张了。巴洛特利根
本没有腹股沟伤病，他完全可以出
场比赛。巴洛特利的问题仅仅是有
些超负荷了。”

———顿时有种无间道的感觉，

不知C罗、里贝里等球员的伤病是
真的，还是烟雾弹？

博斯克 （西班牙队主帅）：“在
西班牙队内， 皇马巴萨帮分开坐，
巴萨球员坐在一起吃饭，皇马球员
也是坐在一起吃饭。当然这是很正

常的现象，没必要对此担心 ，这是
球员的习惯以及生活方式。”

———真是艺高人胆大，身正不
怕影子斜。 别人不求内乱消息，您
还主动透露。

(本报编辑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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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队的头号球星C罗遭受了伤病的困扰， 他的
左腿髌骨肌腱部分有炎症， 这将会导致他在比赛中不能
发力， 因为一旦在比赛中频频用力会很可能导致伤势的
进一步发展。

C罗受肌腱炎症困扰

6月4日， 韩国后卫金英权在训练中受伤恐无缘世界
杯的消息， 后被证明只是一场虚惊。 尽管如此， 韩国队
主帅洪明甫依旧警告队员们必须做好自我保护工作， 谨
防因伤无法参加巴西世界杯。

金英权虚惊一场

伤情

据新华社日内瓦6月4日电 一家瑞士机构最新发布
的市场研究结果显示， 效力于巴塞罗那队的阿根廷球星
梅西仍然是这个星球上最值钱的足球运动员。

总部位于瑞士的CIES“足球天文台”4日发布了关于
球员市场的年度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梅西的市场价值为
2.16亿欧元（约合2.94亿美元）。

尽管梅西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表现有所下滑， 他的市
场价值也下降了1900万欧元，但仍然接近于他的“一生之
敌”C·罗纳尔多的两倍，C罗目前以1.14亿欧元在球员市
场价值排行榜上名列第二。

“足球天文台”认为，梅西市场价值高于C罗的主要原
因是他的年龄优势。他在这个月将年满27岁，而C罗已经
29岁。

由于在刚刚结束的赛季中在皇家马德里队有出色的
表现，C罗的市场价值比去年增长了400万欧元。

梅西仍是最值钱的球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