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狂欢焦点
北京时间： 27日00:00
对阵： 德国VS美国
预测结果： 德国胜或平

27日00:00
27日04:00
27日04:00

北京时间 预测结果
葡萄牙胜
比利时胜

阿尔及利亚胜

对阵
葡萄牙VS加纳
韩国VS比利时

阿尔及利亚VS俄罗斯

新浪微博网友 @浅水叮咚：4年后，又会有
新的英雄横空出世。 只是你记忆中的那支意大
利队无法替代。送别皮尔洛、布冯，同时跟自己
的年轻岁月说再见。

新浪微博网友 @高亚看球笔记：本届意大
利队，就是几个离了婚的老男人，带着一群单亲
家庭的问题儿童在拼。 最后打架斗殴被开除的
是“三好生”。 （本报记者 彭彭 整理） ◎责任编辑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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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矜宜

魅力四射
三个女人一场球

球"!!"#$%&'()*+,
-./0

球#!123 $%球#!45
&'!!"#"$%"&'$())*+,-
()!!%&#.!&#/!%

*!"+

&6 ///7/"!0 89:";<=
>?@ABCDEFGHI /"!0 J
KLMNOPQRSTUJLPVWX
YZ[\7 ]8]^_9:";>?
`abcdDefghi )jklJ
LP<mn]opqrstuvwwW
=9:qrxyzS{|;r+}7
9:";~8���=��|� !0
�8^7��W=9:���� %' �
8�W=9:��8������87
~8_>@B����7�����

!"#$%&

� ¡7k¢>@BR�£¤ %'
¥79:¦§¨\�j©ª7�«��
¬®

]¯°>?±²� ¦+}³´
��µ¶5@A·¸� _©¹º»¼
½7R>?¶5·¸j¾X7k¢>?
@AB¿À jÁ>?ÂÃpÄ_Å
ÆÇÈ@A�{É±²dD7 bcÊ
«>?Ë9:";Ì8ÍÎÏÐ_Ñ
Í¦ÒÓ�

Ô¯ÕÖ×Ø>?_ÇÈ@A·
¸� k¢>?@ABÙR�9:¦§¨
\�j©Ú�]7ÛÜ+}ÝÙÞß_
×Øqr��7 j×Ø>?pÄ`a

{àdD7 j>?áµâãäÉ�×
Øåæ:Z7 çè×élêëìíî
"ï_ðÃñòi

� �̄+ó�ôõö©÷i á:Z7
¦>?G+ó:ZøäY7 ¯ùú9
:";û8<=>@B_]«�ü7

�9:ýeýþXÿ!��äµ9:"�
#9:";$%_& >?¦åP'K
(¦_+ódD7 R)�*�ü�+
,-.7 �/j\|�01_+ó�
�i ~8_>@B723dD4Ù�]
56�77Ì_þX"8Ù9¦�:i

'$()*+

�;7Gû . <6_dD=>79
:";<= .' ?!@î+}A $""
B?@ACüÙ9¦)W7R�DE�
�FG��+ó��>?bH�j±IJ_
K«©ªdDÙ¨5Lf7 MNOP
/$""BQ*Á>?i

NR�DE�©ª79:";Ù[
*ST{?DEUÁ{ªVW�XT
�123 >?{Y�DE·Z7[\��
_DEVW&123 ·Z& ]^Z_`a
bcdeDEfg·¸eàh7 ij
>?·¸9:";|�kl_DEf
g@A&mn+}Ë>?_DE±²i

R>?opjhqËr7 9:"
;ÙÞßFGstÿu«v7 jwo
xy=ddÇz{|7 j?}xÕ~
�o:Zi «vR����j©ª7��
wo�����9:";�ÜWF�
å�$_�£��ÿ��74����
ÜW=�$Þß_{Y��"�Ä��
Ò�7 �Ò����ý)����Ò
�i

���7 �ýþX>?�åPþ
X"87�9:ýeýþXÿ!� ÍÎ
±þÀ�h´�µ% !/% ��þXÿ

!�`�  /" �¡¢�þXÿ£�`¤x
&.Q¥þX¦ÿi kàhGk¢>@
BÙÍÎ6�fLi ~89:";ô
Ù�ý/§]&P7�¨X��þXÿ
!�¡¢Wâã©ª_ !" �«¬¡¢
�\�þXâ�� i

®Ë¯Ê°_*Á>?7 k¢>
@B±²�³>´µG�XQ>?«b
H��dD7|A"¶ÙbH %' ·¸
¹_Á>?7 G©DÕ~»±º»@
A_¨³7 G+}Õ~_»±¼Dd
D:Zø¦>?Ç�æ½i

!"!"#$%&'()*+,-
!"#$ !"#$ %&'()*+,-.

!"# $ % & ' ( )

!"

,-./012球34567

*+,-./012! /03
4!/056"78#9:;<=*
>?!956@A*B?$CDEF
GH" I3JKL<=MHNOP
MH" QRSTUVWXYZ5<
[\]" ^_`HabcXYd`
efgb"hi"j:klmn#o
pq"orstCQRS$efuv
wx%yzuvwx"c{XY|}
N~PXY<=��" KL:kl
mn���!�XYC���"*5
6K��|�C<=&

"89:; <=>?#

!"#$ �QRST56<=[9
'�ZQR ��3�$*ef"Z*
\���Cgb�]�"QRST
Z�� $% ���WXY� &"" �
�<=�?��"j_�`efg
b& �`efgb�"'QR�E�
�$ ¡¢�gbN'£¤¥¦§¨
©$��ª«¬®¯`x°�g
be±X²³(´Z'µ¶¢�"Q
R·¸$56¢¹º»gb�"QR
ST¼iB?½Z�56p¾C¢
¹N¿À% 5<[\]"QRST

yz56ÁÂÃÄ""j<=Å¯
ÆÇÈ"��ÉÊ56ËÌÍ)�
ÎËÏÐÑ"ÒK�ÓÔÕÖ)
ÓÔ@ÉN×�ÓÔvØ"ÙÚ5
6K�ÛÜQRSTÝÞCßà<
=&

"@8ABCD$

QRSTáâãÝÞ<=)ä
å56ÓÔ¢¹æç"*èé56
aæ_3º»ÓÔOPßà<=ê
ë"ìZyzíîï:k|ðñò
<=óô)õ8|�CÓ)ö÷)
øñùóôRú"*56K�ºû
ãCÓÔ¢¹�<="üý56þ
ÿp¾ÓÔOP& *!"QRST
aæ'á"#Ó"$øñ)%&3
'(ÓÔ<=)*Ã+$",-'!'
.�/0ñ�<=)�:12ñò
%&)345Ê<=)�:67öò
¯8<=)×�9ö":)�;ñ<
9<=)%À=>?@A<=)Bý
34)CDEF)ÓÔ¢¹@É)Ó
ÔèG@É)�:H�@É)IVJ
@Éøñ<=)ïk67öò¯8
<=9�ïkøñEF<=$"8K
_ÜLMNã)OPãNÝÞãC
QRßà<=&

!"#$%$&'()*

G>?@A\¾W79:";ij>?·¸+}|
�kl_DEfg@A7mn+}Ë>?_DE±²i

9:";-.î+}�>?]¿$%À«¬ÁÂ
¡oþX� dDi +}�GÃÄÅÆÇÈÉÊWX
ËÌÍµ]��9:ýeý�þXÿ!7� ÿÎ !.%0%
kRAÏÐ`ÿÑ`ÒtÓ`ÔÕmÖe×·Ø�i

cQPýPR
STUV*W+XY
QRSTUVWX
YÙZ[\]^_
�E`.ab3c
dE��%

!"+,(-./&
�9:";¦W=×ÙÚ«Û¶P`W=F8ÜÝ

*Þßß�å�à[*�ýeý7üáâ_W=�www
9:0Xãäå�i <='!æ��_ÌçèxéêG
ãäå7ëì{?VW`íîïð¸õ`ñU¸��ò7
j«¬óÂôõÌ¡_woxö´þXi

QRSTUVW
XYef<=;mn
g� ()* 56*h+I
�@É%

'CiC"?j
oC��k,,,Q
RlEmnf $"
oÄ<cL.fm
îp%

0'1234

:;EF "#!$ GHIJKLMNO3PQ

+qrstuQRSTUVWXYK�,
+!" #$,

微言微信

２０14年6月26日 星期四
13

桑
巴
狂
欢
夜

桑
巴
狂
欢
夜

︱
︱︱
巴
西
世
界
杯
特
刊

德美教练是一家
葡萄牙队与美国队次轮战成2比2，

G组的形势立马变得诡异起来。 一些腹
黑球迷也跟着激动了：末轮美国队只要
跟德国队打平， 就能携手出线，“做死”
葡萄牙队。传说中的默契球，好想看啊！

何谓诡异？ 来看看G组现在的小组
形势就明白了。 目前， 德国和美国队
都是1胜1平积4分， 德国战车因净胜球
多而暂列小组第一。 若两队最后一场
小组赛不分胜负， 将双双晋级。 葡萄
牙和加纳队无论比赛结果如何， 都将
打道回府。

光是这样还不够， 德国与美国队在
情感上的牵扯更加微妙———现任美国主
教练克林斯曼与德国主帅勒夫关系好到
可称作“一家人”，前者曾于2006年世界
杯时执教德国队， 而勒夫正是他当时的
助理教练。 两位私交甚密的好友联袂上
演一场“默契平局”不是不可能，只是可怜

了C罗，只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当然，新时代的“默契球”，演技决

不能太拙劣。就这场比赛而言，德国队
实力明显强于美国队，他们各个位置的
猛将都让美利坚无法比肩，其强大的传
控能力也会主导比赛的节奏。若真要让
一场平局看上去合情合理，勒夫必须在
战术上“下功夫”，球员们在场上的各种
“飚戏”也是不可缺少的。

其实，德美根本无需牺牲人品打默
契球。只要葡加之间没有踢出大比分领
先，德美就能拿到小组前两名。

北非之狐更有戏
27日凌晨4时进行的两场H组末轮

较量， 球迷们可以收拾起紧张的情绪，
用一种“静观其变” 的心态来收看。
韩国队两战仅积1分、 小组垫底， 小组
出线仅存理论上的可能， 最后一场面
对已提前出线的比利时队， 太极虎更
多的是为荣誉而战。

另一张16强门票将在阿尔及利亚
和俄罗斯队之间产生。就目前的形势来

看， 从韩国队身上拿到3分的北非之狐
更占优势， 他们只要逼平俄罗斯队，同
时韩国队无法战胜比利时队，就能顺利
出线。俄罗斯队则必须取胜，手中只有1
分的“北极熊”若跟对手踢成平手，那将
意味着卷铺盖走人。

阿尔及利亚队用两场比赛，让世界
认识到他们的强大潜力， 首轮1球领先
比利时队却在最后时刻惨遭逆转，痛失
好局。次轮面对身体和技术均十分出色
的韩国队，阿尔及利亚队更是凭借前场
球员的出色能力接连攻进4球， 带走一
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从实力上看，阿尔及利亚与俄罗斯
队在伯仲之间，
末轮双方将尽
遣主力，大打对
攻战。 小蔡认
为，双方有可能
僵持不下最终
收获平局，或者
北非之狐以1球
小胜。

蔡矜宜

这真是一届堵得慌的“美洲杯”！
送走西班牙 ， 告别英格兰 ， 连意大利也回家

了……何其惨烈， 何其添堵。
怎么回事？看世界杯居然看出韩剧的效果。
卡西、比利亚、哈维、杰拉德、兰帕德、皮尔洛、布

冯……在一个个迷离的夜色里， 我们看着这群老男
孩们黯然离场、掩面拭泪，一个又一个特写镜头，一
张又一张失落的面容，一次又一次揪心难过。

对于不再年轻的老将而言， 无法在世界杯的赛
场上赢得胜利，他们堵的是心；对于教练而言，任由
着裁判一次次“不可理喻”地判罚，他们堵的是气；对
于熬夜守候的球迷而言， 目送自己支持的球队遗憾
离开，他们堵的是情……优胜劣汰，成王败寇，新老
交替，这样的话谁都会说，可当它直勾勾地来了，谁
也不愿意接受！

我不知道，小组赛后CCTV5的收视率是否会有
所下降；我也不知道，这样堵得慌的情绪是否会伴随
整个31天；我更不知道，苏亚雷斯为什么要咬人……

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可有一点我很清楚———时
间才是最残酷的。如果要给这一届世界杯定一个调调，
那么“岁月是把杀猪刀”最为切题。

诚然，分秒流逝的时间是无法冻结的，残酷现实
的胜负是无法改写的，世界杯4年等来一届也是无法
颠覆的……看完再堵得慌的90分钟后， 太阳会照常
升起，生活仍在继续。

西班牙、英格兰、意大利，再见！咱们俄罗斯再见！

堵得慌

主持 蔡矜宜

一场“打平即可出线”的比赛，却被“一张红牌、
一口钢牙”改变了走势。继西班牙、英格兰队之后，意
大利队也离开了这届世界杯。 再见，意大利！ 这样硬
邦邦的5个字击碎了多少女粉丝的心。

乔一（女创业者）：结束了，今夜布冯很神勇，皮
尔洛恢复状态，基耶利尼也很稳。可是，一张红牌，苏
神咬人，就这样乱了。又是一个4年，希望意大利能涌
出几个优秀的前锋， 维拉蒂值得期待。 意大利尽力
了，无憾。 “美洲杯”，再见了。

志姐（酒吧经营者）：意大利人为他们的保守付
出了代价。可是咬人的乌拉“龟”真心不怎么光彩。百
度了一下，原来“乌龟”也有咬人的“习性”，并且咬的
全是穿蓝衣服的，那就难怪了！ 可怜的基耶利尼，可
怜的意大利。

六六（女白领）：又一位大师以这样悲情的方式退
出了世界杯舞台！ 我心爱的意大利，一代宗师皮尔洛，
向你们致敬！ 必须吐槽的是，世界杯赛前难道不做体
检的吗？ “狂犬病患者”也能够出场？ 太难以置信了。

再见！意大利
德国主帅勒夫（左）和美国主帅克

林斯曼（右）到底打算怎么“玩”，只有到
了开赛哨响起后才能揭晓。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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