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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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8 9 0 0
排列 5 16168 9 0 0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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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战全平
葡萄牙侥幸晋级

去年欧洲杯分组抽签揭晓
时，作为F组种子球队的葡萄牙
队笑得合不拢嘴， 因为分组形
势不能再好。与他们同组的，有
从未小组出线的奥地利、 首次
闯入欧洲杯的冰岛和已几十年
没踢过欧洲杯的匈牙利队。外
界一致认为： 葡萄牙队已提前
预订小组第1，但实际的结果却
是截然相反。

手握绝世好签的葡萄牙
队，3场小组赛拼尽全力却一场
未胜，而且一场比一场狼狈。首
轮对阵“新军”冰岛队，因为大
意被对手在最后时刻追平；次
轮面对“奥地利牌大巴”，完全
找不到破门办法； 最后一轮对
阵被公认为实力最弱的匈牙利
队，却三度落后，如果不是C罗
的及时爆发， 全队已经打包打
道回府了。

三连平仅拿到3个积分，葡
萄牙队的表现无疑令人失望。
吊诡的是， 葡萄牙队又是极其
幸运的， 因为本届欧洲杯的扩
军， 使得三连平的葡萄牙队作
为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中
的一个，侥幸跻身淘汰赛。他们
也就此创造历史， 成为首支小
组赛一场未胜依然杀入淘汰赛
的球队。

对于如此奇葩的结果，球
迷也是醉了：“零胜居然也晋
级，这不科学！”

赛事扩军
精彩程度大滑坡
零胜也能晋级， 是欧洲杯

扩军惹的祸。 欧洲杯的扩军让

赛事的竞技水准、 精彩程度均
有所下降，广受诟病。丹麦足球
名宿舒梅切尔吐槽：“24支球队
实在是太多了， 欧洲杯应该是
最出色的赛事， 自始至终都应
是含金量十足的比赛。 但到目
前为止， 我一点也没有看出该
有的质量。”

扩军后， 欧洲杯强队不强。
法国队屡屡依靠绝杀惊险取
胜， 德国队拿波兰队的铁桶阵
没办法， 意大利得分不得势，英
格兰队、 葡萄牙队更不必说，好
不容易拿下两场胜利的西班牙
队却在第3轮被克罗地亚队击
败。

那些看起来“凑数”的球队
趁机“揭竿而起”。 原本被视为
“陪太子读书”的威尔士队、匈牙
利队、 北爱尔兰队纷纷突围而
出，甚至拿到小组第一。为走得
更远， 这些实力较弱的球队摆
起“铁桶阵”。这种目标精准的人
海战术， 让诸多强队以及锋线
好手吃尽苦头。伊布、莱万这样
的顶级射手都没能进球，强如C
罗也只是在最后一轮才迎来破
门。

进球数说明一切。 本届欧
洲杯的36场小组赛， 场均进球
数只有1.92个，远逊于上届欧洲
杯的2.5球和巴西世界杯的2.83
球。

新赛制也有问题。由于6个
小组中4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也
可进入淘汰赛， 比赛中实力较
弱的一方与其倾巢出动被“血
洗”， 不如稳健防守力保平局，
即便胜场不多， 也可凭借净胜
球优势晋级。事实也证明，几个
晋级的第3名依靠的正是微弱
净胜球优势。

如此赛制堪称“懒汉足球”，
也让诸多豪强难以做到全力以
赴，因为随便踢踢就能晋级。

看 法� � � �6月23日， 欧洲杯小组赛全部结束， 16强悉数出炉。 凭借扩军带来的 “福利”， 一场
未胜的葡萄牙队侥幸晋级———

“懒汉足球”，零胜也晋级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昨日战报
匈牙利3比3葡萄牙
冰岛2比1奥地利
意大利0比1爱尔兰
瑞典0比2比利时

欧洲杯16强对阵形势

� � � � 3比3战平匈牙利队后， 葡萄牙队球员C·罗纳尔多格外兴
奋。 新华社发

� � � �法国足球名宿普拉蒂尼
因涉嫌受贿被国际足联“禁
足”8年， 被迫辞去欧足联主
席 。他留下的政治遗产 “扩
军版”欧洲杯，充满争议。

欧洲杯， 一向号称比世
界杯更加精彩 ，但本届 “扩
军版 ”显然名不副实 ，竞技
水准、 精彩程度大幅下滑 。
过半比赛战罢，场均进球数
只有1.92个，创历史新低。大
量的0比0让球迷瞌睡连连。
足球场上，永远不会有球迷
愿意看一场0比0的比赛，哪
怕是巴西对阵阿根廷、德国
对决西班牙。

欧洲杯扩军是2007年由
苏格兰足总提出，立刻得到
普拉蒂尼的响应。普拉蒂尼
曾动情地说 ：“扩军能让欧
洲足球欠发达地区实现参
加欧洲杯的梦想，足球将真

正 成 为 整 个 欧 罗 巴 的 游
戏。”

因此，“扩军版” 欧洲杯
虽然有“比赛质量将下降”、
“欧洲杯的荣耀或褪色 ”的
质疑 ， 但更多是赞同的掌
声。 此前欧洲杯只能有16支
球队参加， 而欧足联有55个
成员，如将参赛球队增加至
24支， 自然受更多国家的欢
迎。

正是通过力推欧洲杯扩
军，普拉蒂尼获得了更多国
家足协的支持，甚至一度尝
试竞选国际足联主席。在普
拉蒂尼眼里 ，欧洲杯的 “扩
军” 更像一次利益交换、权
利“扩军”。

如今， 备受争议的普拉
蒂尼被“禁足”。他留下的“扩
军版 ”欧洲杯 ，因为比赛的
观赏性和激烈程度大幅下
降，已开始褪去昔日的光彩
和荣耀。

欧洲杯“扩军”的背后
王亮

� � � � “斯洛伐克可不是弱旅，我
们已经吃了不少苦头。 德国球
员很清楚自己要面对什么对
手。”

谈及16强赛对手斯洛伐克
队，德国主帅勒夫非常谨慎。今
年5月的一场友谊赛，德国队在
先进一球的情况下， 最终被斯
洛伐克队3球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