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被俄罗斯队逼平后， 英格兰队球员威尔谢
尔懊恼不已。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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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亮

2012年埃及足球惨案
79人死亡，上千人受伤

这是距今最近的一次重大足球惨案。2012年2月1
日，埃及足坛劲旅阿赫利队客场对阵埃及人队，1比3落
败。1万多兴奋的主队球迷大肆嘲讽1千余名客队球迷，
愤怒的客队球迷冲进球场攻击主队队员， 主队球迷也
开始冲入球场，现场100多名警察完全控制不住局面，
最终造成79人死亡，上千人受伤。后来埃及法院判处在
此次冲突中犯罪的21人死刑，家属企图劫狱又造成30
多人丧生。

1985年海瑟尔惨案
39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1985年5月29日， 利物浦与尤文图斯在欧洲冠军
杯决赛中会面， 本场比赛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
海瑟尔球场举行。 可是， 由于欧足联赛前分配球票有
误，从而导致两队球迷混坐在一起，而混在利物浦球迷
当中的足球流氓与意大利球迷最终大打出手， 并且导
致看台坍塌，当即便有39名意大利球迷丧生、300多人
受伤。赛后所有的英国球队被禁止参加欧洲赛事长达5
年，利物浦则达7年。

1971年埃布罗克斯惨案
66人死亡，150多人受伤

1971年1月2日，苏格兰格拉斯哥流浪者队在主场
埃布罗克斯球场迎战死敌凯尔特人， 这是苏格兰足坛
最惨烈的德比战，百年来两队球员和球迷冲突不断。这
一次流浪者队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打进一球， 将比分扳
平，引发东看台的两队球迷言语不合，随即发生混战，
并引起多面看台上的球迷拥挤，导致球场栅栏倒塌，发
生球迷踩踏事故， 造成66人死亡、150多人受伤的惨
剧。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整理）

场上是对手，场下亲兄弟
�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王亮）亲
兄弟“战场”相见？如此戏剧的场面出现在
了本届欧洲杯。6月11日A组阿尔巴尼亚
队0比1不敌瑞士队的比赛中，阿尔巴尼亚
队的陶兰特·扎卡就是瑞士队格兰特·扎
卡的亲哥哥。这是欧洲杯历史上首次兄弟
两人分别代表两个国家队出场比赛。

有趣的是，两位扎卡的妈妈也在现场
观战。这位母亲所穿的T恤衫上印有一个
特殊的图案， 图案的一半是瑞士国旗，一
半是阿尔巴尼亚国旗。

扎卡兄弟的父母来自前南斯拉夫地
区，后移民至瑞士。扎卡兄弟从小就显露
出杰出的足球天分，一同进入了瑞士豪门
巴塞尔青年队。两兄弟，弟弟格兰特的天
赋更出色，18岁时就代表瑞士队上演了国
家队首秀，今年夏天又以3500万英镑的身
价加盟了英超阿森纳队。哥哥陶兰特则一
直效力于巴塞尔队。因为很难在瑞士国家
队获得机会，陶兰特在2014年决定为阿尔
巴尼亚出战，最终促成了本次欧洲杯的兄
弟对决。

� � � � � � ：得势不得分
48年难求一胜

梦寐以求的胜利，在最后时刻又一次
从指缝间溜走。

难以想象，拥有世界第一联赛英超的
英格兰，在每届欧洲杯决赛圈首场比赛无
一胜绩。48年里，英格兰队9度征战欧洲杯
决赛圈，战绩仅为5平4负。首战非负即平，
成为英格兰队难破的“魔咒”。

“三狮军团”不但从未拿下首秀胜利，
且每每在即将胜利的时刻瞬间倒下，更别
提问鼎欧洲杯了。难怪英国媒体恨铁不成
钢：“英格兰队缺乏真正强队的气质。”

回到本场比赛， 年轻的英格兰队踢
得并不差。 全场比赛， 英格兰射门15比6
领先， 控球率53%， 但在临门一脚上，
英格兰队就好像少了GPS导航的导弹一
样， 毫无准星， 唯一的入球也是定位球
打入。

主帅霍奇森的临场指挥依旧让人摸
不着头脑，换上威尔谢尔加强控球无可厚
非， 但替换下的不是表现一般的拉拉纳，
而是攻守均衡的鲁尼，实在离奇。比赛结
束时英格兰队居然还剩一个换人名额，可
能霍奇森已认为胜券在握，哪怕通过换人

来拖延时间都不屑于做了。
如果一件事发生了一两次，还存在偶

然的成分，但能持续几十年、近十次地重
演，就不得不说是他们仍然“没长大”。

：球迷又骚乱
英格兰还是主角

本场比赛前后爆发了多次球迷骚乱，英
格兰球迷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赛前，就有大批英格兰球迷聚集在马
赛街头，喝酒闹事，包括直接和法国警察
产生冲突，场面混乱不堪。

比赛中，当英格兰队掌控局势并一度
领先时，英格兰球迷还能兴高采烈地观看
球赛。 但当俄罗斯队最后时刻扳平比分
后， 他们内心中的骚动因子又一次被点
燃，很快就和俄罗斯球迷在看台上“亲密
接触”起来。只是面对“战斗民族”，人数优
势明显的英格兰球迷一点便宜都没占到，
倒是被对方一顿“胖揍”。

走出体育场外，英格兰、俄罗斯两国
球迷的乱斗很快蔓延成英、俄、法三国球
迷的骚乱。据一些媒体报道，俄罗斯球迷
有可能使用了刀具，导致两名英国球迷在
骚乱中重创，面临生命危险。

欧洲杯第二个比赛日就爆发大规模
的球迷骚乱，让人不得不担心本届欧洲杯
的安全问题。

� � � �6月12日，英格兰队在全场占优的情况下，最后时刻被俄罗斯
队以1比1逼平。9次出征欧洲杯决赛圈，英格兰队首秀无一胜绩。更
尴尬的是，赛前、赛后爆发了球迷骚乱，主角还是英格兰球迷———

48年，英格兰还没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13日21时 西班牙VS捷克
14日0时 爱尔兰VS瑞典
14日3时 比利时VS意大利

观战指南：

12日0时 威尔士2比1斯洛伐克
12日3时 英格兰1比1俄罗斯
12日21时 土耳其0比1克罗地亚

昨日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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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

� � � � 6月12日，D组克罗地亚队1比0
击败土耳其队的现场， 一名克罗地
亚队球迷（右）跑进场地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 � � � 6月11日， 在欧洲杯B组英格兰对阵俄罗斯的比赛
前， 英格兰球迷发生骚乱。 图为一名英格兰球迷
（前） 被法国警方带走。 新华社发

球迷骚乱无小事
———历史上的那些球迷骚乱

场上
场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