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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月3日，在英国举行的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中，巴西队以2比0
战胜克罗地亚队。图为巴西队球员内马尔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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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65 2 6 4 1 3 0 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2 1640369.0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52 4 6 9
排列 5 18152 4 6 9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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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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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迎战四川九牛

湘涛华莱志取3分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周倜）中乙联赛9日将进行第

11轮的争夺， 回归主场的湖南湘涛华莱队将迎战四川九牛
队，战胜对手是球队唯一目标。

尽管上轮客场闷平深圳鹏城队，但凭借近来神勇发挥，
扭转颓势的湘涛华莱队目前位列中乙联赛南区第4位。

上轮闷平之战，湘涛华莱队暴露出临场急躁、盲目攻门
的问题，主帅裴恩才过去一周组织队员反复看视频，解析战
术制定方案并引导队员在场上多动脑。在他看来，若队员在
场上思路不清晰，再好的体力也白费。

6月8日下午，球队按惯例进行了赛前适应场地训练。此
前红牌停赛、伤病缠身的球队主力苑维玮重返球场，近1个
月来首次参与队内合练，状态不错。

相比之下，四川九牛队目前处境很尴尬，近7场比赛仅4
平3负，目前位居南区第8位。上轮德比战中主场0比1不敌南
区领头羊四川安纳普尔那队，前场核心阮君又遭红牌停赛。
此外，四川九牛队6月6日换帅，40岁的克罗地亚人达巴茨接
过教鞭，此前他并无职业俱乐部一线队的执教经历。

“无论对手有何变化，做好自己是最关键的。”裴恩才告
诉记者，换帅是对手“家务事”，打出球队自身节奏、避免“旧
病复发”才是自家“正经事”。

� � � �桑巴军团， 世界足坛永恒的
“钻石”。尽管2014年在家门口遭
遇1比7惨败的“梦魇”，巴西依然
是本届世界杯夺冠大热门———

巴西欲演
“王子复仇记”？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 � � � E组的第一种子自然
是桑巴军团，即便上届在家
门口以1比7惨败于德国，但
没有错过一届世界杯的“钉
子户”依然是夺冠大热门。

都说知耻而后勇，骄傲
的五星巴西也不例外。世界
杯南美区预选赛，巴西就在
当正赛踢。18轮资格赛，巴
西豪取 12胜 5平 1负的佳
绩，提前4轮轻松出线。一系
列胜利中， 也有3比0大胜
阿根廷、4比1击溃乌拉圭
这样的完美表现。尽管是第
一次率队出战世界杯，巴西
主帅蒂特显得格外老成。攻
强守弱的巴西在他的调教
下，呈现出攻守均衡的成熟

打法，这也是巴西在预选赛
中大杀四方的原因之一。

除了夺冠话题，外界最
关切的还是巴西再次面对
德国的好戏。

本届世界杯，德国位列
F组。根据巴西和德国的实
力和对阵规则，两队在16强
中碰面的几率很小。8强赛，
巴西可能会遇到比利时、英
格兰或者哥伦比亚中的一
个。 因此按实力和赛程分
析，巴西和德国最终在决赛
碰面的几率最大。

如果决赛相遇，“新仇
加旧恨”， 巴德之战在整个
世界杯决赛的历史上，堪称
最受关注的一场。

� � � � 似乎有梅西和C罗在，
内马尔就无法成为真正的
天皇巨星。 内马尔2017年
之所以出走巴塞罗那，也是
因为梅西的存在。如今他身
在巴黎圣日耳曼，广阔天地
任驰骋。 今年的世界杯，他
迎来了再次证明自己、开启
新时代的良机。

梅西今年30岁，C罗也
有33岁， 本届世界杯很有
可能是他们世界杯之旅的
最后一站。内马尔今年刚刚
26岁， 正值身心最佳状态。
在俱乐部，内马尔暂时无法
赶上两位大佬， 但在国家
队，内马尔完成超越的机会

就在眼前。
与阿根廷和葡萄牙相

比， 桑巴军团的综合实力显
然更强， 内马尔的核心地位
无人撼动。 尽管刚刚接受过
手术， 内马尔依然是那个内
马尔。 刚刚结束的一场热身
赛，内马尔伤愈复出并打进1
球， 帮助巴西以2比0击败克
罗地亚。这粒进球，宣告一个
健康的内马尔已经复出，也
展示了他对胜利的渴望。

在率队上演“王子复仇
记”的同时，让梅西和C罗
看着自己举起大力神杯，没
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新王
登基”仪式了。

� � � �上届世界杯， 哥斯达黎
加力压英格兰、意大利，以小
组第一出线，随后又在1/8决
赛中淘汰希腊杀入8强，是当
之无愧的第一黑马。

时过境迁， 如今哥斯达
黎加虽然拥有3夺欧冠的皇
马大将纳瓦斯镇守大门，但
其他位置青黄不接， 整体实
力下滑明显， 想重现黑马狂
奔的勇猛，难度非常大。

此外， 同组对手塞尔维

亚和瑞士也不好对付。 塞尔
维亚和瑞士不是豪门， 但球
队阵容齐整、打法稳健。塞尔
维亚近几年进步神速，2015
年曾击败巴西， 夺得世青赛
冠军。本届世预赛，塞尔维亚
稳扎稳打， 突破爱尔兰和威
尔士的夹击， 以小组第一名
直接晋级。瑞士是有名的“牛
皮糖”，打法务实，攻弱守强，
比赛中很难踢出3比0，但擅
长守0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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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月8日， 广汽三菱杯ITF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长沙站双
打决赛在省网球中心展开，湖南本土选手张莹搭档名将韩馨
蕴出战，以1比2不敌丰硕/蒋欣玗，获得双打亚军。图为张莹
在比赛中。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王亮 摄影报道

ITF国际女网赛长沙站

湘妹子张莹女双摘银
新王登基？

冠军能助内马尔摆脱“梅罗”

知耻后勇？
桑巴军团是最瞩目焦点

再现黑马？
哥斯达黎加难复当年勇

6月17日 20时
哥斯达黎加vs塞尔维亚

6月18日 02时
巴西vs瑞士

6月22日 20时
巴西vs哥斯达黎加

6月23日 02时
塞尔维亚vs瑞士

6月28日 02时
塞尔维亚vs巴西

6月28日 02时
瑞士vs哥斯达黎加

E组赛程

国家艺术基金助力
培养湘绣高级后备人才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熊远帆） 今天， 国家艺术
基金资助项目———“湘绣技艺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 高级
研修班在长沙市湘绣研究所正式开班。

此次培训共60天时间， 聘请了湘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刘爱云、 江再红等湘绣大师以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商学院等高校多位教授进行授课， 将传授湘绣经典针法、
绣法， 提高绣工技艺水平， 培养高级复合型人才。 培训结
业后， 国家艺术基金和长沙市群众艺术馆将共同为学员颁
发结业证书， 学员的毕业作品也将进行展览。

培训面向全国发布了招生简章， 并甄选了20名学员参
与。 她们中既有大学教师， 又有湘绣从业者。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微档案】
王碧文 ，男 ，1973年生 ，双峰县甘棠

镇金家中学教师。 1998年参加工作，从教
20年来， 多次被学校评为 “优秀教研组
长 ”，12次获得县级 、镇级 “优秀班主任 ”
“先进个人”“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

【故事】
双峰县金家中学有位出了名的“痴

心”老师，他就是45岁的王碧文。
王碧文的“痴”表现在对特殊学生的

痴爱，对教育工作孜孜以求的痴心。 6月6
日，记者采访了这位看上去有些瘦弱，但
很精干的老师。

他现任教的班级中， 留守儿童达到
了70%。 班上有个姓刘的孩子， 父母离
异，父亲不得不把他托付给年迈的奶奶，
只身南下。 孩子不服管束，不爱学习，经
常寻衅滋事。 通过了解，王碧文知道他因
受父亲影响， 始终对妈妈离婚后抛弃他

耿耿于怀，导致性格偏激，愤世嫉俗。 王
碧文多次打电话与孩子父亲沟通， 强调
恨只会扭曲孩子的心理， 造成他不健康
的性格， 父母即使离婚了也应该以平和
的方式处理， 不良情绪会对孩子造成持
续性的伤害。 父亲开始特别固执，一说到
孩子的妈妈就恨意难消， 赌咒发誓绝不
让妈妈再见孩子， 后来王碧文多次打长
途电话细致地做孩子爸爸的思想工作，
最后这个家长说：“感谢王老师这半年的
电话，我的性格现在平和了不少，以后我
一定注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在孩子面
前灌输健康积极的思想。 ”在征得孩子父
亲的同意后， 王碧文又辗转找到孩子的
母亲，并且促成了母子的见面。 家庭问题
解决了之后，该同学有了很大的进步。

王碧文非常关心家庭困难的学生。
2016年他所任教的班级中， 有一名叫朱
媚的学生，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母亲常年
有病，父亲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面
临辍学的危险。 他知道后，买了米、油，包
了500元的红包去家访，做通了学生父亲
的思想工作，让这个学生开心
回到学校，安心学习。 2016年
6月，中考结束，朱媚同学又面
临辍学的危险，王碧文不忍心
这么优秀的学生这么早就步
入社会，又去该同学家做父母
的思想工作，亲自送这名学生
去高中报到，还自掏腰包垫付
各种费用，并承诺，只要考上
大学， 他一定会支持学费，直

到毕业。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爱是信任的

基础和前提。
王碧文把爱心转化为对学生的尊

重，他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人格权利，无论
在任何情况下，从不用刻薄、粗俗的语言
打击学生。

学生小朱厌学情绪特别严重， 经常
顶撞任课教师，和同学们也闹得很僵，师
生们看见他都头疼。 王碧文担心这样下
去会恶性循环， 于是他就经常请小朱同
学和各科任课教师一起回家吃便饭，饭
桌上的平等气氛拉近了孩子与老师之间
的距离，让学生和老师之间慢慢沟通，逐
渐亲近，师生关系改善了，课堂效果也提
高了。

像这样平凡而又感人的事迹举不胜
举，王碧文就是这样用一片“痴心”去爱
学生。20年来，有130多位留守青少年、孤
儿在王碧文苦心孤诣教诲下得到了健康
成长，有许多已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了单
位的业务骨干。

王碧文：一片“痴心”为学生

� � � �王碧文老师 （左三） 在辅导学生。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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