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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战报：
冰岛1比1匈牙利
葡萄牙0比0奥地利

观战指南：
21日3时 俄罗斯VS威尔士

斯洛伐克VS英格兰

绿色骑行 畅游九嶷
宁远举行国际公路自行车邀请赛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
员 欧阳悬 陈国宏）今天，第二届“中国·九
嶷山”杯国际公路自行车邀请赛在宁远县举
行。共有来自中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和
地区的21支自行车队160名选手参赛。

比赛全程60公里，途经宁远县城、下灌
景区、黄家大屋、九嶷山舜帝陵景区、舜帝
陵碑林等地。上午9时40分开始，比赛在热
烈的呐喊、 欢呼声中鸣枪， 选手们冲出起
点， 在优美的赛道上开始上演“速度与激
情”的比拼。经过近2小时的争夺，中国凯路
仕烈风车队的侍宗康和曾庆龙获得一、二
名， 台湾亚塔骑高士特精英车队朱梵心位
列第三。

朱梵心告诉记者：“本次赛事给我留下
深刻印象，竞技的同时，也欣赏到了优美的
自然风景。赛前我也游览了舜帝陵、紫霞岩
等景点，感悟了博大精深的舜德文化。”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继德国与波兰的0比0后，19日
凌晨， 本届欧洲杯出现第2场互交
白卷的比赛———C罗领衔的葡萄牙
队再吞一场平局！这一夜，又有多
少球迷和彩民的心碎了一地……

9次射门无果、 点球中柱罚
丢、 好不容易进球却被吹……尽
管C罗头顶脚射， 仍然没能给葡
萄牙带来一场胜利。此刻，拼尽全
力却颗粒无收的C罗， 只能无奈
接受看台上奥地利球迷狂喊“梅
西！梅西！……”的嘘声。本届欧洲
杯前两轮，C罗已经完成20脚射
门，等于意大利全队数据，遗憾的
是“只开花不结果”。

仅仅3小时后的大洋彼岸，阿
根廷巨星梅西终于在百年美洲杯
首发登场， 最终梅球王贡献1射2
传荣膺“本场最佳”，并助球队轻
松晋级半决赛。本届美洲杯，梅西
一共出场3次，共160分钟，打进4
球并送出2个助攻，不到27分钟就

能直接参与创造一个进球。在这场
“隔空PK”中，与其说C罗败给了梅
西，不如说是败给了命运。

与第一场状态平平还有些
“输不起”不同，这一夜的C罗其实
踢得很出色， 他在射门选择上更
加谨慎，试探性的远射减少了，状
态也明显有较大提升。 在点球不
中后，葡萄牙士气大挫，就连球迷
都面如死灰， 但只有C罗还在拼
搏，最后时刻，又是他出现在禁区
内，完成一记漂亮的甩头破门，遗
憾的是越位在先。 气急败坏的网
友连刷朋友圈：“足球之神今夜是
在惩罚C罗吗？命运弄人啊。”

是的，足球的魅力就在于它的
戏剧性，冷酷的比分往往覆盖了很
多值得回味的细节。作为葡萄牙的
头牌球星和历史出场纪录保持者，
如今球队出线告急，C罗必将在这
场比赛结束后成为千夫所指———
这是王牌的代价，也是顶级球星必
须有的担当。

还好， 及时调整心态的C罗没

有像首战后“怒喷”对手“只会死
防”。赛后，他与对手握手，带头向
球迷鼓掌致意， 并与一名冲入场
内的球迷微笑合影。 在接受采访
时， 葡萄牙巨星也主动为失利揽
责：“错失点球是我自己的错误，
但我确信我们会提升自己的表

现，我们会晋级的。”
的确，罚丢点球让人沮丧，两

场平局却并不是世界末日。 仍有
希望的葡萄牙还要依靠C罗，最后
一战与匈牙利殊死一搏；同样，梅
西在美洲杯的表演才刚开始，隔
空“对唱”未完待续……

蔡矜宜

不知道你最近是否有过这样
的聊天经历———A：这届欧洲杯真
精彩啊！B：那你最喜欢哪个球星？
A：其实我是梅西的球迷……

有多少“西米”在看C罗比赛？
欧洲杯 ，历来有 “小世界杯 ”

之称 。进入6月份之后 ，不少球迷
的手机又新添了几个闹钟， 它们
专属 “欧洲杯时间 ”，即便让自己
日夜颠倒。有趣的是，即使比赛时
间都在北京时间的上午， 但又有

多少人知道， 美洲杯已经打到半
决赛了！巴西、乌拉圭小组赛就被
淘汰了！

以往， 美洲杯都是在奇数年
举行，今年为了纪念赛事成立100
周年， 南美足联特地举办了这届
包括整个美洲大陆球队参赛的百
年美洲杯，时间从6月4日至27日，
地点在美国的10座城市举行 。如
此， 美洲杯和欧洲杯赛程出现近
20天的 “撞车 ”，对于大多数中立
球迷，面对这场“幸福的烦恼”，齐
刷刷地选择了后者。 即使是平日

最受追捧的梅西， 也只能把头条
位置“让”给C罗了。

美洲杯为什么如此受冷落 ？
或许有以下一些因素：

星光黯淡。 由于巴西男足还
未拿过奥运冠军， 身为东道主当
家球星的内马尔放弃了美洲杯 ，
留着精力备战奥运； 巴萨另一锋
霸苏亚雷斯也由于在国王杯决赛
中受伤 ， 飞来美国坐足了3场板
凳 ；而MSN组合中的 “吸睛担当 ”
梅西也直到刚刚结束的1/4决赛
才首发登场。观赏度欠佳。整体实

力是一方面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
美洲足球远不如欧洲足球那样精
细、华丽。经济因素。与欧洲相比，
南美在经济上的差距简直是天壤
之别，映射在足球上，就是美洲杯
的影响力完全被欧洲杯的热浪淹
没 。颜值完败 。在妹子们眼中 ，她
们守候的是4年一度 “欧洲男模
杯 ”，看看德国鲜肉 、意大利长腿
欧巴、西班牙硬汉、法国绅士……
再扫一眼秘鲁、 厄瓜多尔的大壮
汉 ，然后 ，该上班上班 、该带娃带
娃去了。

也许你还能说出更多 “没看
美洲杯”的理由，但我仍想做一个
友情提醒： 本届美洲杯决赛将于
北京时间6月27日8时进行。

� � � �北京时间19日，欧洲杯与美洲杯的大戏继续同时上演，C罗与梅西隔空“对唱”，最终
葡萄牙0比0憾平奥地利，阿根廷4比1大胜委内瑞拉———

隔空“对唱”，命运弄人

有多少“西米”在看C罗比赛

� � � �在19日进行的美洲杯1/4决赛中，梅西1射2传建功。 新华社发

� � � � 19日，C罗在对奥地利的比赛中狂轰未
果，心情沮丧。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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