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王亮）今天凌晨A、
B组进行了最后一轮角逐， 巴西队4比1击败喀
麦隆队，夺得A组第一，墨西哥队3比1击败克罗
地亚队，携手巴西队晋级16强；荷兰队则以2比
0击败智利队，抢得B组头名。

虽然成功避开了状态火热的荷兰队，巴西
队主帅斯科拉里却表示：“对阵熟悉的智利队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相比之下，我更愿意
与荷兰队相争。”

A组末轮对决中， 墨西哥与克罗地亚队的
出线之争被认为是针尖对麦芒的较量，却成为
了“仙人掌”墨西哥队的个人舞台，连续3针扎
得格子军晕头转向。最后，克罗地亚队仅由佩
里齐攻入挽回颜面的一球。

B组头名之争，橙衣风暴保持强势，以2比0
击败智利队，从而夺得小组头名，错开了A组第
一名巴西队。

在另一场无关出线的比赛中，西班牙队以
3比0击败澳大利亚队， 挽回了卫冕冠军的颜
面，以一场胜利结束了本届世界杯之旅。

据新华社巴西库里蒂巴6月23日电 卫冕
冠军西班牙队结束了失败的世界杯之旅， 主帅
博斯克的去留将成为斗牛士重建的第一步， 这
位63岁的老帅透露答案不会让大家等太久。

当天出席赛后新闻发布会的博斯克眼圈有
些发红， 感觉好像是在更衣室哭过一样， 但声
音听上去并无异常， 做完赛后总结后， 媒体很
快将有关执教前途的问题抛给了老帅。

“我也不确定，” 博斯克耸了耸肩回答道，
“我需要回去以后跟足协商量， 或许要几周也
可能是几天，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 当
然， 最终的决定必须是对西班牙足球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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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想为西班牙踢到55岁”
一记巧妙的脚后跟进球，比利亚

结束了他在国家队的最后时光。下赛
季，他将离开西甲联赛，加盟美国大
联盟的球队。走下球场后，比利亚痛
哭流涕，令人动容。

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表现糟糕，
比利亚作为国家队的第一射手，前两
场枯坐替补席。 似乎是压抑得太久，
比利亚在本场比赛极尽享受着足球，
他多次用脚后跟送出妙传。打破场上
僵局时， 他又疯狂亲吻着胸前的队
标，好像在与恋人告别。

遗憾的是，比利亚本届世界杯仅
仅得到50多分钟的上场时间。被换下
场时，比利亚眼含热泪，坐到替补席
后，更是泪如决堤。他说：“我愿意为
祖国踢球， 这一直都是我的梦想。如
果可能，我想一直踢到55岁。”

比利亚痛哭流涕的背后，是西班
牙“黄金一代”的谢幕。哈维，伊涅斯
塔，阿隆索以及卡西利亚斯，几乎都

不会出现在下届世界杯赛。
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喀麦

隆队33岁的“猎豹”埃托奥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球队被东道主击败，或许
他体内的射门基因还在活跃，但显然
无法支撑他演绎传奇了。

“内马尔们”接过衣钵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

百年。”
巴西与喀麦隆队的比赛结束后，

独中两元的内马尔主动找到了埃托
奥，交换了球衣，并深情相拥。一老一
新两大球星的惺惺相惜，让比赛别具
意味。

埃托奥坐在场下看着年轻的内
马尔攻城拔寨，脑海中浮现的，或许
是16年前自己第一次亮相世界杯的
情景。如今，当年的埃托奥、比利亚、
弗兰、杰拉德已经容颜老去，新一代
的“内马尔们”将成为赛场新的主角。

苏亚雷斯已经取代弗兰成为新
一代乌拉圭的象征，马塔、科克代表
着西班牙队的未来，身如闪电的斯特
林比赛中每每将杰拉德甩在了身后。

看看已经完成新老交替的巴西队，不
管是西班牙还是英格兰、乌拉圭等球
队，只有输入新的血液、跨入新的时
代才有希望。

属于埃托奥、比利亚、弗兰等一
代枭雄的时代已经过去， 内马尔、苏
亚雷斯等球员将接过他们的衣钵，继
续追逐世界杯的荣耀。

◎责任编辑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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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终究没能上演逆转奇迹。
1比3不敌墨西哥，踌躇满志的克罗地亚，与波黑一样将

世界杯征程定格在小组赛。
“如果不是战争，南斯拉夫也许会在某一天夺取世界杯

冠军。”波黑主帅苏西奇的话并不夸张，在很多球迷心目中，
波黑、克罗地亚的足球血统，和德国、阿根廷等足球强国一样
高贵。还记得巴尔干三个火枪手吗？斯托伊科维奇、潘采夫、
博班，曾留下多么美好的足球记忆。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都
归属于一个国度———南斯拉夫。

强壮的身体，华丽的技术，铁血的意志，为南斯拉夫赢得
“欧洲桑巴”的美誉。但内战的爆发，对其足球体系造成了毁
灭性打击。如同器官突然枯萎，手足突然分割，肢解的南斯拉
夫足球用分流的血脉，刻画着他们的印记。

3次参加世界杯， 对斯坦科维奇却是一种折磨：1998年，
他的国籍为“南联盟”，2006年变为“塞黑”，2010年又改为“塞
尔维亚”。斯坦科维奇苦涩地说：“我们不断地换护照，死亡和
动荡一直与我们为伍……”

这一次，波黑人首登世界杯舞台，多达11名的球员要么
幼时已移居国外，要么在异国出生。中场核心皮亚尼奇，锋线
尖刀伊比舍维奇，都有机会选择为他国效力，但面对祖国的
召唤，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回来。在波黑这个失业率将近5成
的国家里，足球已成为“精神支柱”，当国歌奏响在世界杯赛
场时，波黑仿佛迎来了重生。挑战阿根廷，他们获得世界杯上
的首个进球。对阵尼日利亚，他们遗憾地输给了裁判和运气。

从年龄来看，前南斯拉夫四分五裂的时期，正是这批克
罗地亚、波黑球员的孩童时期。不清楚战
争给他们的成长造成多大影响，但可以肯
定，正因为那段痛苦经历，他们将国家看
得更为神圣。

前南斯拉夫足球的血脉，在桑巴王国
依然孤独而顽强地延续着生命。辉煌也许
难以复制，但勇气和梦想还在。不妨怀揣
珍惜和感动，向莫德里奇、哲科们致敬。

罗曼·罗兰说过，“即使一动不动，时间也在替我们移动，
而日子的消逝，就足以带走我们希望保留的幻想。”

老迈的比利亚脚后跟灵巧一击，闪烁着斗牛士在巴西世
界杯的余烬之光。 这位西班牙史上头号射手难掩留恋之情，
拉起球衣对着队徽连吻7次，用婆娑的泪眼，祭奠着一个王朝
的谢幕。

经历几代人的厚积薄发，西班牙人将精准的传控足球绽
放到极致。奢华的风格，浪漫的气质，犀利的一击，华丽得令
人窒息。过去6年，斗牛士连续登顶欧锦赛和世界杯等3届世
界大赛，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足球王朝。

然而，时间是一切金属的天敌。
西班牙的传控足球就像机器一般精准，需要机器一般永

不停歇的跑动来提供运行的动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
越多的秘密被破解，越来越多的漏洞被发现。

站在世界之巅，博斯克没有办法对一台已经运行到极限
的机器进行一次颠覆性的大修。更要命的是，那个操控娴熟
的“黄金一代”已逐渐老去，在时光的长河里锈迹斑驳。运动
能力下降、取胜欲望不强，已经足以改变他们运转的决心、能
量和水准。

传控足球就像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非有力者不能挥之。
当年老力衰的斗牛士再也挥不动时，这把利刃落下来必将伤
及自身。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球队重新拾起力
量、速度相结合的切割打法 ，暴力拆卸这台
精密机器，斗牛士的惨败已无可避免。

4年前的南非，比利亚用7场比赛的5粒进
球，成就了西班牙王朝的巅峰。

4年后的巴西， 比利亚仅有的一粒进球，
却用来祭奠这个王朝的轰然崩塌。

别了，斗牛士那瞬间的奢华。

作别瞬间的奢华
苏原平

向莫德里奇们致敬
谭云东

(上接1版①)
财政金融运行平稳。1至5月，全省财政总

收入1496.8亿元，增长8.2%，其中地方财政收
入889.4亿元， 增长10.0%。 全省财政支出
1639.3亿元，其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

卫生与计划生育、 城乡社区事务等民生支出
分别增长10.3%、7.5%、19.1%和23.3%。5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各项本外币贷款余额19467.3
亿元，比年初新增1208.6亿元。

民生保障继续改善。 全省新开工公租房

（含廉租房）7.78万套，开工率为51.8%；城市棚
户区改造新开工10.86万套，开工率为60.3%。
1至5月，全省新增城镇就业人员36.9万人。1至
5月，全省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4%，比一季度
和1至4月分别回落0.5个和0.2个百分点。

(上接1版②)
2．高考录取信息查询：考生拨打全省统

一的声讯号码16885118（自动台）、16885188
（自动台）或1607160（人工台）查询录取信息。

短信查询：
1．高考成绩查询：①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C网用户通过发送“CJ#”加“考生号”的 后10位
(如:CJ#0102030405) 到1062899261查询；中

国联通用户通过发送“GKCJ#”加“考生号”的后
10位 (如 :GKCJ#0102030405)到1062899261
查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将为每位
考生（以考生号确认）免信息费提供第一次查询
高考成绩的服务。 ②中国移动用户拨通12580
后按“9”键，提供“考生号”的后10位，由移动发
布告知成绩的短信息（免信息费）。

2．高考录取信息查询：①中国移动、中

国电信C网用户通过发送“LQZT#”加“考生
号” 的后10位（如：LQZT#0102030405）至
1062899266查询； 中国联通用户通过发送
“GKLQDT#”加“考生号”的后10位（如：GK-
LQDT#0102030405）至1062899266查询。②
中国移动用户拨通12580后按“9”键，提供“考
生号”的后10位，由移动发布告知录取状态的
短信息（免信息费）。

(紧接1版③)相比早稻、中稻，晚稻机插秧难度更
大。早稻熟期受天气影响，提前或推迟几天都有
可能，而田里的秧苗一天长几厘米，秧苗长度难
控制；晚稻推迟播种虽可适应机插，却容易受到
9月下旬至国庆前后寒露风的袭击，造成减产。

围绕机插秧难题， 我省走农机农艺融合之

路，对晚稻机插秧重点攻关。根据不同地域，集
中育秧项目配套“为机育秧”；科学搭配品种熟
期，适应双季稻机插；探索生化调控技术，喷施
“矮壮素”，延长晚稻秧龄7-10天；组装推广系列
新技术， 去年全省70个粮食主产县推广晚稻机
插秧100万亩，单产稳定在600公斤以上。

“攻克晚稻机插秧难题，对稳定粮食生产
意义重大。”省农机局局长王罗方称，在农村
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 水稻生产迈向全程机
械化是必由之路，而晚稻大面积机插，为稳定
双季稻面积提供支撑， 将确保全省粮食总产
目标的实现。

(上接1版④)
记者了解到，南车株机公司是中国动车组

技术的发祥地，早在10余年前，该公司就在国
内率先研制成功动力集中型的蓝箭、中华之星
和动力分散型的中原之星等两种技术流派的
动车组，代表了中国动车组的原创技术。

2010年7月至今，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
司共向马来西亚出口48列城际动车组，目前，所
交付的动车组已经安全运行超过1023万公里。

据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周清和介绍，随着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走出
去步伐的加快，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已
实现由原来的单一输出产品向输出产品+服
务+技术+基地建设乃至项目总包的转型升
级，市场也由10年前的中东、中亚区域扩展到
非洲、南亚、东南亚、欧洲等，近五年来获得的
海外订单总额约300亿元人民币，已成为推动
全球轨道交通发展的中国力量。

(紧接1版⑤) 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915件1211人，其中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60人（含厅级领导干部8人)，通过办案为国家
挽回经济损失3亿余元。 组织开展了农民工培
训补贴监管、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等9个领
域渎职侵权犯罪的小专项行动，共立案侦查渎
职侵权犯罪案件414件555人， 其中查处县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40人（含厅级领导干部5人)。
查办的典型案件主要有：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
陈明宪、原副厅长李晓希、邹和平特大受贿案；
醴陵市委原书记蒋永清贪污、受贿案；怀化市
政协原副主席杨冬英涉嫌滥用职权、 受贿、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 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案；涟
源市教育局原局长曾跃明、原副局长邓光武等
8人滥用职权、受贿系列案等。

在查办案件、形成震慑的同时，省检察院
还制定下发了《关于充分发挥查办和预防职务
犯罪职能优化我省经济发展环境的意见》，并
结合执法办案，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职务犯罪预
防工作。去年6月至今年5月，全省检察机关共
提出预防检察建议618件， 开展预防调查341
件，开展犯罪分析401件，开展警示教育1338
次，为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21609人次。

身着格子上衣的克罗地亚， 被称
为“格子军团”。这支球队秉承前南斯
拉夫的进攻打法，为广大球迷所喜爱。

第一次观赏“格子军团”的表演，是
1998年世界杯。第一次参赛，克罗地亚竟
然一路过关斩将，夺得第三名，震惊全世
界。其中，3比0淘汰德国，闯进四强，堪称
经典。“格子军团”中的头号球星苏克，以
他那“会拉小提琴”的金左脚，独步天下。
那届世界杯，苏克荣获金靴奖。

苏克功成名就，克罗地亚卷土重
来。这是他们第4次参加世界杯。揭幕
战，克罗地亚1比3不敌巴西 。强龙压
不过地头蛇。见怪不怪。第二轮，4比0
横扫喀麦隆，“格子军团”让人无限期
待。与墨西哥争夺出线权，有得一打。

墨西哥是一支劲旅 。 首战喀麦
隆， 被主裁判活生生吹掉两记好球，
依旧一球小胜。墨西哥最厉害的是守
门员，犹如八爪鱼。次战，与巴西周旋
90分钟，至少挡出四五个进球。

不用怀疑东道主不会出线。克罗

地亚与墨西哥是生死之战 。“格子军
团”只有华山一条路———取胜。其实，
墨西哥也输不起。

好像事前约定似的 。70分钟 ，双
方你来我往，场面打得热闹 ，网窝却
纹丝不动 。 仿佛两位内功深厚的高
手，将最狠的招数留在最后20分钟。

谁能抢到先机？老谋深算的墨西
哥突然发难，火烧火燎的克罗地亚突
然崩盘。20分钟4球。“格子军团”1比3
败下阵来，痛别世界杯。

在强手如林的欧洲战区，捞个世
界杯参赛席位，谈何容易 ！不知道何
时还能见到“格子军团”。不知道何时
格子上再注满狂飙。

以3比1击败克罗地亚队
后， 墨西哥队完成了连续6届

晋级世界杯16强的壮举。
主帅埃雷拉多居功至伟，
但他的年薪仅为12.5万英
镑， 为32支世界杯球队
中最低， 真是“吃的是
草， 挤的是奶”。

32强主帅的年薪合
计为3910万英镑， 平均每位
教练的收入为120万英镑。 俄
罗斯队主教练卡佩罗的年薪
为670万英镑， 高居榜首。 相
比之下， 墨西哥主帅埃雷拉多
的年薪只是平均年薪的十分
之一， 更是卡佩罗的五十分之

一。
虽然拿的钱少， 埃雷拉多

却一点没有耽误工作。 小组赛
面对巴西、 克罗地亚、 喀麦隆
3支强队， 墨西哥队取得2胜1
平的战绩。 而诸如卡佩罗、 霍
奇森 （英格兰队）、 普兰德利
（意大利队） 等年薪超过200
万英镑的名帅， 各自率领的球
队却面临淘汰出局的窘境。

埃雷拉多是在墨西哥队无
缘直通巴西世界杯后接过教鞭
的， 他率领球队顺利通过附加
赛， 搭上了世界杯末班车。 与
其他教练相比， 埃雷拉多更倚
重在墨西哥国内联赛效力的球
员， 他充满激情的风格成为巴
西世界杯的一道风景。

被换下场后，完成国家队绝唱的比利亚坐在替补席上痛哭流涕。24日凌晨，像比
利亚一样将告别世界杯的还有哈维等西班牙黄金一代，以及喀麦隆队的埃托奥———

告别“老男孩”

本报记者 王亮

20分钟定“格”
陈惠芳

步调一致

荷兰队对阵智利队的比赛中， 智利队的两名球员步调
极其一致。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王亮

图为埃雷拉多在比赛中向队员致意。 他的执
教表现同样配得上大拇指。 新华社发

博斯克去留日后定

斯科拉里更愿碰荷兰
A、B小组巴墨荷智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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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队球员庆祝大卫·比利亚（左一）进球。 新华社发

吃的是草
挤的是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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