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
头
论
足

东
东
锵

本报记者 王亮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168 1 9 8
排列 5 14168 1 9 8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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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4073 04 05 07 13 35+05 0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2
下期奖池：729295547.37（元）

9270829 27812487

111249945562497

◎责任编辑 王亮◎

尖
峰
时
刻

湘潭盘龙大观园
一花一世界，一境一乾坤

湖南盘龙集团
电话：0731-55277777

动态

２０14年6月26日 星期四

14

桑
巴
狂
欢
夜

桑
巴
狂
欢
夜

︱
︱︱
巴
西
世
界
杯
特
刊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现场还原：肩上有牙印

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 乌拉圭队
攻到意大利队禁区前沿， 苏亚雷斯与
基耶利尼在禁区内展开贴身对抗。突
然， 苏亚雷斯的头部对着基耶利尼的
左肩有一个前倾下压的动作， 基耶利
尼似乎受到某种伤害， 挥动着左臂将
苏亚雷斯推开。两人一同倒地，基耶利
尼捂着左肩连打几个滚， 苏亚雷斯则
捂着自己的龅牙，满脸痛苦。

随后， 基耶利尼向裁判抗议遭遇
苏亚雷斯钢牙袭击， 愤怒地扯开球衣
给裁判看肩上的牙印。 苏亚雷斯此时
捂着龅牙， 没做出任何辩解。 即便如
此，当值主裁判没有做出任何处罚。

赛后声音：各执一词

苏亚雷斯：“这种事在球场上经常
发生，不要太当回事。我们当时是在球
场上比赛，他用肩膀猛地撞了我一下，
你看我的眼睛不也受伤了？”

基耶利尼 ： “苏亚雷斯就是一条
蛇， 裁判也看到了他咬人， 但是什么
（处罚）也不做。因为，国际足联希望明
星们去打世界杯。我很好奇，国际足联
是否会通过视频追加对他的处罚。”

卢加诺（乌拉圭后卫）：“冲撞发生
的一瞬间我就站在那里， 根本就没有
咬人！我看了那张照片，基耶利尼肩上
的伤疤不是今天才有的。 我不敢相信
一名意大利球员如此懦弱， 输球就应
该接受，而不是去诋毁你的对手。”

阿兰·希勒 （前英格兰国脚）：“裁判
的表现不可思议！ 这么清楚的动作是怎
么从裁判眼皮底下溜走的。 国际足联应
该对他禁赛，能禁多久就禁多久！”

国际足联：或禁赛两年

苏亚雷斯是否咬人了？如果咬了，
将受到什么处罚？对此，国际足联副主
席吉姆·博伊斯承诺，国际足联将立刻
启动调查， 倘若苏亚雷斯咬人属实必
将重罚。按照国际足联相关规定，一旦
苏亚雷斯被判定咬人犯规， 他有可能
受到24场或2年禁赛的最重处罚。

目前，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经

启动对“苏亚雷斯咬人事件”的调查程
序， 乌拉圭队必须在当地时间25日下
午5时(北京时间26日凌晨4时)前提供
说明材料，解释当时的情况。如果书面
证明不能有效说服国际足联苏亚雷斯
并非故意， 或对手首先有挑衅和攻击
行为，“苏神”将面临禁赛。国际足联的
调查结果及处罚与否的决定将在28日
乌拉圭队与哥伦比亚队的1/8决赛 (北
京时间29日凌晨4时)前做出。 英格兰的世界杯之旅就这样结束了，甚至连场安慰性质

的胜利都没有。3场比赛拿1分， 这是英格兰56年来的最差世
界杯战绩。

英格兰足球怎么了？ 对于眼高手低的英格兰队来说，现
在必须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已经难称是什么欧洲豪门
了。看看霍奇森球队的平民化阵容吧，除利物浦和曼联外，英
超冠军曼城仅贡献2名球员，切尔西、阿森纳也分别只有2人，
其他球员都来自中下游水平的俱乐部。整个阵容，参加过上
赛季欧冠的球员寥寥无几，能期待他们强大到哪儿去？

都说“联赛是国家队的基石”，英超无论从商业化运作、
职业化规范，还是赛事水平，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那么
第一联赛为何造就不了强大的英格兰队？这正是英格兰足球
发展的悖论，近些年屡战屡败的根源。

目前在英超效力的407名球员中，132人为本土制造，仅
占32%。高水平的外援纷至沓来，让英超联赛成为这个世界
最开放的联赛， 却同样成为英格兰足球向前发展的绊马索。
各俱乐部为追求成绩，首要任务是花钱引外援，而非培养新
人。随着贝克汉姆、欧文、斯科尔斯、费迪南德等黄金一代球
员的告别，英格兰队陷入严重的青黄不接。硕果仅存的杰拉
德、兰帕德老态尽显，本届比赛也成为“双德”绝唱。

英格兰足球高傲自大的心态，也决定了其球员水平注定不
会有实质性的突破。英格兰本届世界杯的23人，22人来自英超，
只有一名替补门将来自苏超。 英超纵然是世界第一职业联赛，
但只请进来，不走出去，如何能真正拓展视
野，提高水平。

如果英超不进行适度的改革，你能期
待在被外援过度挤压的土壤中产生有创
造力的本土球员吗？

英超的盛世无法代表英格兰的强势。
从这个角度上说， 正是英超打败了英格
兰。

又见神话！
希腊人补时阶段点球绝杀非洲大象科特迪瓦， 在最后1

分钟再现了从地狱到天堂的神话！
10年前，希腊人不可思议地夺冠欧锦赛，书写希腊神话，

震惊世界。10年后，以老将为主的希腊队来到巴西赛场，却遭
遇命运的磨难。

首战哥伦比亚，希腊人就以0比3完败，次战日本又互交
白卷，前两轮小组赛居然没有一个进球。正当人们叹息老迈
的希腊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追随西班牙、英格兰、意大利，成全
本届赛事“美洲杯”之名时，希腊人再一次展现了他们的勇气
和韧劲。

生死之战，希腊人运气极差，不仅早早便有两人受伤下
场，还有3个必进之球被门柱没收。此时，非洲大象只要守住1
比1的平局，就可确保晋级。

拥有大师皮尔洛、巴神巴洛特利、门神布冯的意大利，在
打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下仍被乌拉圭攻陷。一把年纪的希腊平
民，只有取胜这华山一条路。

奇迹，谁都在祈盼。然而，奇迹的发生却是建立在99%的汗
水和1%的灵感上。正是凭借着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的血拼肉
搏，开局一团糟的“希腊诸神”才赢来幸运女神的眷顾，最后时
刻绝杀非洲大象，神话般闯入16强，为欧洲球队挽回颜面。

同样创造奇迹的， 还有希腊下一战的对手哥斯达黎加。这
支赛前被公认的鱼腩部队，却接连在死亡之组击败乌拉圭和意
大利，拿下两场史诗般的胜利，还隔山打牛，
让另一支世界冠军英格兰提前打道回府。这
群神勇的加勒比海小子，除了勇气和霸气，正
是用99%的汗水弥补了个人技术的不足，同时
拖垮了对手。

意大利再次陷入蓝色的忧郁之中 ，苏
亚雷斯的一咬无法成为他们出局的借口 ，
他们在为自身的保守主义付出代价。

伤感的 “欧洲归国军团 ”名单中 ，
又添上了新成员———意大利。

西班牙的航班已经到岸， 英格兰
与意大利可以结伴而行。巴西世界杯，
成为不忍回首的背景。

谁击败了意大利？是乌拉圭。谁绊
倒了意大利？是意大利。红牌是一记最
厉害的飞铲，将意大利铲出了世界杯。

打平就能出线。想象中的平局，像一

枚甜果，悬在意大利头顶。患得患失，意大
利丧失了背水一战的勇气。 理想主义转
化成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转化成保守主
义。最终，欲望的甜果变成坚硬的苦果。

意大利出局， 是保守主义的彻底
失败。

乌拉圭是老谋深算的阴谋家 ，拨
弄着意大利的 “如意算盘 ”。“如意算
盘 ”不如意 。苏亚雷斯的头皮很硬 ，脚
头很硬 ，牙齿更硬 。被咬的意大利 ，吃
了暗亏之后，留下深深的内伤。

一夫当关的布冯，被一夫开了。名
不见经传的戈丁一顶成名。

中场指挥家皮尔洛， 调度不了攻防
无序的意大利，挂靴的日子来临。天才的
巴洛特利成了庸才，成了上半场的游客、
下半场的看客。意大利，巨星如云的意大
利，崩盘了。混凝土成了泥石流。

意大利 ，乌拉圭 ，只能留一个 。这
是世界杯的规则与残酷。 当意大利的
脚步戛然而止， 被意甲熏陶几十年的
球迷更有失落感。

怀念的时刻已经开始。 怀念不如
相见。4年之后的俄罗斯世界杯， 重新
聚合的意大利定会归来。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王亮）进入关键的
第3轮小组赛，各种神奇的场面和比赛也纷至
沓来。 乌拉圭队在生死战中1比0击败10人意
大利队，携手哥斯达黎加队晋级16强，但苏亚
雷斯疑似又咬人。 日本队1比4惨败在哥伦比
亚队脚下，小组垫底出局。希腊队再次上演神
话， 凭借最后时刻的进球2比1击败科特迪瓦
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

今天最受关注的是C组乌拉圭与意大利
队的比赛，过程一波三折。意大利队马尔基西
奥在第59分钟因故意踢人被红牌罚下，多1人
的乌拉圭队逐渐占据场上优势， 苏亚雷斯在
第79分钟疑似张嘴咬了基耶利尼左肩， 但并
没有受到处罚。 乌拉圭队的戈丁在第82分钟
攻入了全场唯一进球。

C组另一场无关痛痒的比赛中，已经出线
的哥斯达黎加队与英格兰队0比0战平。 英格
兰队就此回家。

D组中， 志在创造奇迹的日本队再遭重
创，1比4被哥伦比亚队“血洗”，3战2负1平凄
惨出局。另一场比赛中，希腊队2比1战胜科特
迪瓦队，最后关头闯入16强。

1/8决赛， 哥伦比亚队将迎战乌拉圭队，
希腊队将对阵哥斯达黎加队。

“苏牙”又咬人啦？D组第3轮的一场生死之战中，乌拉圭球星苏亚雷斯再度亮
出“钢牙”，完全掩盖了乌拉圭1比0淘汰意大利队，闯入16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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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基耶利尼 （左） 示意主裁判苏亚雷斯在拼抢时咬人， 而苏亚雷斯用双手捂着牙坐在一旁。 新华社发

又见神话
苏原平

英超打败英格兰
谭云东

“如意算盘”不如意
陈惠芳

乌拉圭拿下生死战
日本再负凄惨出局

“舌尖”版
亚马逊平原吹来湿热的季风，小组

赛还没结束，苏亚雷斯已经开始了一天
的劳作。70多分钟后， 一无所获的他决
定碰碰运气，到意大利队后场，寻找一
种珍贵的食材。 基耶利尼厚实的肩膀，
水嫩的肌肤，血液36摄氏度配上微醺的
夏风，正是这季节最美好的滋味。对于
他来说，这是大自然最宝贵的馈赠。

电影版
《那些年，“苏牙”尝过的人肉们》。

要知道这是苏亚雷斯第3次咬人事件，
在荷甲和英超，苏亚雷斯已经两次“品
尝”过人肉的滋味了。

诗歌版
“爱一个男人，就在他身上留下自

己的印记。”———苏亚雷斯。
被网友化身为“爱国诗人”的苏亚

雷斯确实在3个男人身上留下了自己
的印记。

“苏牙定律”
当苏亚雷斯咬人时， 他所在的球

队（阿贾克斯、利物浦、乌拉圭）还从来
没有输过球。当然也有网友补充道，都
是咬蓝衣服的， 以后和他踢球别穿蓝
色队服。

除了吐槽“苏牙”，也有为被咬的
基耶利尼“担心”的，“感觉明天基耶利
尼要变成丧尸了”；还有人为国际足联
的技术更新速度感到“捉急”，“是时候
引入牙线技术了”； 看到全身而退的

“苏牙”，有球迷开始为佩佩鸣不平了，
“早知道咬人没事，佩佩也咬了！”

（据新华社电）

舌尖上的“苏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