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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61 8 4 5
排列 5 16161 8 4 5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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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一言不合就“绝杀”
前两轮法国队的比赛，都被安排在

北京时间凌晨3时开球。 在这个极为考
验人类睡眠的时段，是不是有球迷扛到
了自己的极限，却悲催地错过了那最让
人激动的时刻？

别怪自己。 只能说，本届杯赛的东
道主心脏太“大”了，一言不合就“绝杀”
———本场对阵阿尔巴尼亚，0比0的比分
眼看就要定格，但格列兹曼第90分钟的
头槌破门，再次诠释了“不到最后不疯
狂”的真谛。这一刻，压抑了足足90分钟
的主教练德尚High了！他将手中的水瓶
高高抛向天空。法国总统奥朗德也High
了！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高举双臂，庆
祝这姗姗来迟的进球。 随后，帕耶第96
分钟补刀，为高卢雄鸡锁定胜局。

首战罗马尼亚，1比1的僵局同样直
到第92分钟才被打破，帕耶的世界波瞬

间引燃了法兰西大球场。 值得一提的
是，法国队开赛至今的4粒进球，名不见
经传的帕耶贡献了2球、1助攻，而“帕耶
现象”也足以令东道主坐稳夺冠大热的
位置。 连续的绝杀，也让法国球迷回忆
起16年前那届被称作“最好看的欧洲
杯”。法意决战中，高卢雄鸡最后时刻绝
杀扳平，并最终靠加时赛的一粒金球夺
得冠军。

征途才刚刚开始
战胜阿尔巴尼亚之后， 法国队2战

积6分， 成为首支挺进16强的队伍。 然
而， 对于志在德劳内杯的高卢雄鸡而
言，他们的征途才刚刚开始。

两连胜晋级，法国队的成绩看上去
很美，但两战都是在最后时刻才锁定胜
局，也足以说明高卢雄鸡还没有完全走
上正轨。

对阵阿尔巴尼亚被认为是一边倒
的比赛，但过程却让人大吃一惊。 比赛
中，阿尔巴尼亚显示出了足够的防守韧

性，在90分钟之前他们逼迫着法国队20
次射门无一命中门框范围以内。最让人
失望的莫过于法国新秀马夏尔，这位曼
联“大腿”初登大赛舞台，显然还有些紧
张。 上半场比赛他持球次数28次，其中
13次把球权弄丢，创造机会次数为0。

当然，德尚的排兵布阵大有自废武
功之嫌。揭幕战下半时的变阵让法国教
头尝到了甜头，次轮比赛他干脆把身价
之和高达1.8亿欧元的博格巴和格列兹
曼同时摁在替补席，结果却是“自扇耳
光”。 好在半场结束后德尚及时“自救”，
将人员和阵型“恢复出厂设置”，格列兹
曼的绝杀更多了些幸运的成分。

在历史上， 浪漫的法国人似乎与
“顽强”这两个字不沾边。 但这届本土
作战的高卢雄鸡， 却展现出了持续施
压和拼到最后决不气馁的韧劲。 当然，
和2000年那支“法国王朝”相比，德尚
的球队尚未遇到足够强硬的对手，心
跳也许还要继续玩下去， 真正的考验
还在后面。

绝杀，如“法”炮制
� � � �北京时间16日凌晨，凭借伤停补时阶段连入两球，东道主法国队再次上演“绝杀
好戏”，2比0攻克阿尔巴尼亚，成为本届欧洲杯第一支晋级淘汰赛的球队———

� � � �让人血脉偾张的欧洲杯开打不到
一周， 绿茵场上的比赛一场比一场精
彩， 而球场外的法国正面临空前的考
验———英俄球迷斗殴、 警察夫妇惨遭
恐怖分子割喉……惨烈的鲜血让这4
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变得不那么纯粹 ，
反恐、 反暴力已成为球场内外一个沉
痛的话题。

此时此刻，不管是不是球迷，全世
界的人们都在祈盼，让足球回归那一抹
象征和平的“绿”。

球场内 ， 法国与阿尔巴尼亚开赛
前 ，两队的首发球员围在中圈 ，与当值
裁判、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内的嘉宾，以
及全场数万观众对两位警察举行默哀。
当转播镜头扫过现场观众时，每一个普
通球迷的眼中满是坚定的目光，他们用
力拍着双手。

球场外，首次推出反恐APP、对疑似
足球流氓 “禁足 ”、球场周边实施 “禁酒
令” ……为了确保本届欧洲杯安全，东
道主法国神经紧绷。 “英俄大战”后，英
格兰、俄罗斯足协收到欧足联开出的15
万欧元罚单，以及“球迷再闹事，球队就

出局”的警告。
这个夏天，足球已成为抗击恐怖主

义、反对暴力冲突的一面旗帜。 也许恐
怖分子仍妄想制造恐慌，但没有人因此
害怕。 7140平方米的绿茵场，正象征着
人们对和平与希望的追逐，那是一抹最
富有生命力与活力的“绿”。 恐怖主义吓
不倒足球运动， 更吓不倒热爱足球、热
爱生命的球员和球迷。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在《体育
颂》中曾经感叹：“体育，你就是和平！ ”
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应该是一方
和平的净土，不应给人类带来悲伤。

让足球回归“那一抹绿”
蔡矜宜

昨日战报：
罗马尼亚1比1瑞士
法国2比0阿尔巴尼亚
英格兰2比1威尔士

观战指南：
17日21时 意大利VS瑞典
18日0时 捷克VS克罗地亚
18日3时 西班牙VS土耳其

“足球就是这样， 直到终场哨声
响起之前， 谁都不知道场上会发生什
么。 我不认为最后时刻进球靠的是幸
运， 我们每一名球员都付出了艰苦的
努力， 才换回最后两球完胜的结果。”

法国主帅德尚承认， 对阵阿尔巴
尼亚只打了半场好球， 但不认为这两
粒绝杀是运气使然。

� � � �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在比赛中指挥。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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