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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0日04:00� �
对阵：荷兰VS阿根廷
预测结果：潘帕斯雄鹰翱翔

谁飞得更高

◎ 责任编辑 王亮 ◎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该组织内部
周刊中说，相比欧洲在世界杯上的13个名
额，亚洲和非洲的名额分配不公，“是制定
新方案的时候了，而且宜早不宜迟”。

他的理由是， 非洲球队在巴西世界
杯上踢得很好，而且首次有两支球队携手
晋级16强……非洲有54个会员协会，但
只有5个世界杯名额，而欧洲同样有54个
会员协会，却拥有13个世界杯名额。同样
的问题也存在于拥有46个会员协会的亚
洲身上（仅有4.5个世界杯名额）。

布拉特的上述言论似乎可与他的
竞选连任联系在一起。在世界杯开始前
的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对国际足联高
管设年龄限制和任期限制的动议在投
票表决中被一大片红色的反对票否决，
这意味着布拉特明年的连任几无问题。

既然连任几无问题，那么布拉特还
建议调整世界杯名额分配，尤其要针对
欧洲动刀，如此大动干戈究竟为何？

自1998年出任主席以来， 布拉特率
领下的国际足联堪称一个国际大公司，借
助世界杯等平台，捞金无数。但是，除了
“公司”的属性，国际足联还有“名利场”和
“战场”的标签，布拉特在这种环境下已经
遭遇了“属下”们的多次挑战。

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让布拉特

明白，必须有绝对的掌控力才能屹立不
倒；虽然屡屡在这种内斗中获胜，布拉
特也不得不对新的挑战作出预判和提
防。此番提出名额重新分配的设想或有
主动出击之意。

首先，2011年，布拉特竞选连任时，
曾表示下一届不会再次竞选， 而作为
“储君” 的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也对布
拉特的竞选表示了支持。 时过境迁，即
将于2015年任满的布拉特却又提出再
次竞选，这无疑令普拉蒂尼成为其继任
者的愿望落空，从而引起后者的不满甚
至有所动作。

其次，以英足总为代表的欧足联下
属协会屡屡向布拉特发起挑战，世界杯
前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对国际足联高
管设年龄限制和任期限制的动议就是
由欧足联提出。

基于此，布拉特在明年选战中从欧
洲获得多数选票的可能性相当小，因此
将目标转向拥有大量选票的亚洲、非洲
是必然的选择，提出世界杯名额重新分
配则是一大利器。

当然，球队表现只是决定世界杯名额
分配的一个因素，或许，在布拉特精明的
脑子里，还装着一个更大的“计划”。

(据新华社巴西7月7日电)

洗牌世界杯名额分配，
布拉特为选战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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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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78 1 7 5 3 3 9 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59193950.87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181 7 2 7
排列 5 14181 7 2 7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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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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衣军团说： “我们是飞翔的荷
兰人！” 蓝白军团说： “我们是凶猛
的潘帕斯雄鹰， 翱翔是我们的看家本
领！” 小蔡说： “究竟谁飞得更高，
‘球霸’ 说了算。”

荷兰队和阿根廷队的“球霸” 是
谁？ 当然是“小飞侠” 罗本和“小跳
蚤” 梅西。 从两人的绰号就能看出，
灵活、 快速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而两
人在各自球队的核心作用更是毋庸置
疑： 本届世界杯， 罗本贡献3球和1次
助攻， 梅西贡献4球和1次助攻。 北京
时间10日凌晨， 飞翔的荷兰人与潘帕
斯雄鹰在半决赛对峙， 不但是两支传
统强队的较量， 也是世界足坛两大顶
尖球员的一次巅峰对决。

荷兰队与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历史

上曾有两次经典对决， 其中一次是
1978年世界杯决赛， 当时主场作战的
阿根廷队凭借肯佩斯在加时赛的发威
以3比1击败橙衣军团； 另一次则是在
1998年世界杯1/4决赛， 当时荷兰人
依靠博格坎普在90分钟最后时刻的灵
犀一击， 以2比1将潘帕斯雄鹰擒下。
而这次两队在巴西世界杯半决赛中相
遇， 不知能否奉献另一场经典。

荷兰队中锋斯内德说： “在这次
世界杯上， 罗本对于荷兰就像梅西对
于阿根廷一样重要。” 的确， 罗本的
锐利度不仅仅在于能取得进球或者助
攻， 还在于他无处不在的搅局能力。
对阵墨西哥队时， 小飞侠一次“跳
水” 换来一粒制胜的点球。 对哥斯达
黎加队一役， 他一个人就让对方吃到
4张黄牌。 这一次面对宿敌阿根廷队，
不知“演技超群” 的荷兰人又将上演

怎样的戏码？
可以预见的是， 荷兰队和阿根廷

队在半决赛中会分别针对梅西和罗本
进行重点防守。 如果这两人在用突破
吸引防守重兵时突然分球给位置不错
的队友， 很可能会一举撕破对方的防
线，相比而言梅西比罗本更擅长此道。

随着“娃娃脸杀手”J罗在1/4决赛
被淘汰，“内天王”遭受重伤退赛，此役
的两位“球霸”梅西和罗本，无疑成为
本届世界杯最
佳球员的竞争
热门。而半决赛
这样至关重要
的比赛中，一个
进球或者一次
助攻都将让剧
情发生天翻地
覆的变化。

世界杯在巴西热闹举行，远在另外一个半球的中国
大地也一片沸腾。熬夜看球、花钱竞猜、全民侃球，炽热
程度不亚于东道主巴西。外国媒体纳闷了：中国人这么
热爱世界杯，热爱足球，为什么找不到11个会踢足球的

人？
真有那么多中国人热爱世界杯，热爱足球吗？不见得。
先说个篮球的事例。当年姚明加盟NBA，整个中国掀起

一股姚明热、篮球热。每当直播火箭队比赛时，逃课、翘班，收
视率不比世界杯差。当时，NBA是最受欢迎的体育节目，还在
全国掀起篮球热潮，篮球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第一运动。

但姚明退役后，“一夜回到解放前”。NBA收视率大幅下
降， 中国赞助商急速锐减， 所谓的全民篮球热也骤降不少。
2009年新华社做的一个统计表明， 中国的NBA球迷中只有
15%为死忠球迷，35%为非紧密球迷，剩余50%均为姚明球迷。
表面上国人痴迷NBA，实际痴迷的是姚明，是一种带有民族
情感的关注，对于篮球，引起的也只是一股暂时性的热潮。

因此，当年所谓的篮球热，体现的是一种“围观心理”，是
一种社会现象，并非真正热爱某项运动。一旦这股社会热潮
褪去，此前如痴如醉的粉丝们又回归到漠不关心的状态。

本届世界杯，虽然没有中国队参加，但丝毫不影响国人
凑热闹、跟潮流。劲头足的顶着一对熊猫眼左瞪右看，生怕别
人不知道他刚看了一夜球；熬不了夜的就去玩竞猜，侃起球
来滔滔不绝。

不妨问一下四周的球迷、伪球迷，平常的日子里看过几
场足球赛，又去球场踢过几次球？

看热闹、逞一时之快的多，真正热爱、参与这个项目的却
少之又少，这就是中国式的体育热。

据新华社巴西里约热内卢７月７日电 巴西
世界杯票务代理商“麦琪接待”一名高管7日在
科帕卡巴纳皇宫酒店被巴西警方拘捕，原因是
他涉嫌向“黄牛党”输送门票。巴西警方目前已
拘捕了多名“黄牛”，没收超过200张门票，黄牛
一张决赛门票要价高达1.6万美元。

7日拘捕的高管是“麦琪接待”旗下“麦琪
服务”的一名主管，这名主管是英国人，现年
64岁，名为惠兰。警方先掌握了惠兰与“黄
牛”头子福法纳的通话记录，通话中两名嫌疑
人在商谈票价，随后才拘捕惠兰，并在现场扣
留了82张世界杯门票、电脑、手机和一些文
件。

巴西警方上周公布了一个评估数据，世
界杯一场比赛，“黄牛” 倒票就可净赚100万
雷亚尔（约合46万美元）。

本报记者 蔡矜宜

1、 詹姆斯·罗德里格斯 (哥伦比亚) 6球
3、 梅西 （阿根廷） 4球
3、 托马斯·穆勒 （德国） 4球
3、 内马尔 （巴西） 4球

（截至北京时间9日凌晨0时）

射手榜

中国式体育热
王亮

“黄牛党”浮现

决赛门票炒到
每张1.6万美元

7月7日， 一名小球迷高举印有
比利时队队员头像的纸板 （上面的
法文意为 “红魔万岁”）， 欢迎从巴
西世界杯上回来的比利时队 。 有
“红魔” 之称的比利时队在本届世
界杯上进入8强， 创下了该队近年
来在重大比赛中的最好成绩。

新华社发

“红魔”回家
球迷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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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的半决赛历来是诞生经典的地方，无数的传奇球
星、教练也都曾在这个舞台上留下过自己的足迹。以下是世
界杯历史上的5大经典半决赛对决：

1954年，匈牙利4比2胜乌拉圭
强大的匈牙利队一度取得了2比0的领先，但乌拉圭队传

奇球星霍尔伯格连进两球，将比赛拖入加时赛。加时赛中，在
那届世界杯上打进11球的山多尔·科奇什独中两元， 最终帮
助匈牙利队以4比2进入决赛。

1966年，英格兰2比1胜葡萄牙
比赛中鲍比·查尔顿的两个进球让英格兰队以2比0领

先，但尤西比奥在第83分钟主罚命中一记点球，这也成为了
英格兰队在那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首个失球。不过，葡萄牙
队没有能够利用余下的时间完成逆转。

1970年，意大利4比3胜西德
当时意大利队在第八分钟即取得进球，随后进入标志性

的混凝土式防守。久攻不下的西德队在最后一分钟凭借席尔
勒的灵光一现奇迹般地将比分扳平， 双方1比1进入加时。加
时赛盖德·穆勒的进球为德国队取得领先， 不过意大利队很
快通过里瓦的独中两元重新夺回领先优势。穆勒随后又进一
球再度追平，但意大利队的里维拉很快再度完成破门，意大
利队最终以4比3险胜过关。

1982年，西德3比3平法国（西德点球胜）
90分钟双方战平进入加时，加时赛中，法国队先后由特

雷索尔和吉雷瑟破门，不过顽强的德国人却创造了起死回生
的神奇一幕， 鲁梅尼格和费舍尔先后两粒入球将比分扳平，
比赛最终被拖入点球决胜。点球大战中，法国队博西斯的射
门被舒马赫扑出，西德队惊险晋级。

1998年，法国2比1胜克罗地亚
在超级前锋苏克的带领下，克罗地亚队一路过关斩将，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以3比0大胜德国队之后强势晋级四强。半
决赛中对阵东道主法国队，苏克又帮助克罗地亚队取得1比0
领先，但一直被诟病“锋无力”的法国队却凭借后卫图拉姆的
两个进球后来居上。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7月7日电）

世界杯5大经典半决赛

梅西 （右 ）
和罗本（左）的
表现将决定这
场半决赛的走
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