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躺枪
球迷擅入场地，克足协或受处罚

据新华社巴黎6月13日电 12日在巴黎进行
的欧洲杯D组首场比赛中， 克罗地亚1比0小胜土
耳其队。 比赛中， 一名克罗地亚球迷冲到场边
与球员一同庆祝进球。 欧足联13日表示， 已针
对此事展开调查， 克罗地亚足协可能因此受到
处罚。

12日的比赛中， 克罗地亚中场大将莫德里
奇在第41分钟远射破门。 随后， 莫德里奇与队
友在角旗杆附近跪地庆祝， 而此时一名身着牛
仔裤和红白格球衣的克罗地亚球迷也冲到了球
员边上一起庆祝， 不过很快他就被球场安保人
员“清理” 出场。

欧足联表示， 他们的纪律委员会将于21日
讨论决定是否对克罗地亚足协施加处罚， 处罚
的“罪名” 是“球迷进入球场”。

按照欧足联规定， 各成员协会需要对本方
球迷在赛场内和赛场外的不当行为负责。

德国足球到底
有多“牛”

球迷都知道德国队是传统强队， 但德国
队到底有多强，恐怕不少球迷未必心里有数。
尤其是近几年西甲联赛统治了欧洲职业足
坛，西班牙队又在2008年至2012年间，夺得
两次欧洲杯、一次世界杯，外界往往认为斗牛
士军团代表着欧洲足球。但实际上，德国队才
是欧洲足坛的真正“王者”。

德国队曾8次晋级欧洲杯4强，6次闯入决
赛，3次夺冠，综合排名位列欧洲第一。世界杯
上德国队表现更佳，13次晋级四强，8次闯进
决赛，4次夺得冠军，积分仅次于巴西，排名世
界第二。但在参加世界杯次数上，德国队比巴
西队少两次。

世界杯和欧洲杯的进球数上， 德国队都
是第一，强大实力冠绝世界足坛。

与其他球队相比， 德国足球代表着身体
力量与技术的完美结合， 可以适应任何技战
术打法的全能足球风格。 这也是德国足球长
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凭借深厚的底蕴， 优异稳定的成绩以及
先进的足球理念， 德国足球备受推崇。1998
年，德国队被英国专业足球杂志《世界足球》
评选为“20世纪最佳球队”，1999年被法国
《队报》评选为“20世纪欧洲最佳球队”。权威
足球杂志《法国足球》13次评选德国队为“年
度最佳国家队”。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 � � � 每届欧洲杯、 世界杯， 窝在沙发里看德国
战车摧城拔寨， 无疑是件很韵味的事。

6月12日，德国队亮相本届欧洲杯，2比0顺利
拿下乌克兰队。一场意料中的胜利 ，背后是德国
战车连续12届欧洲杯开局无一败绩的牛气 。当
然，他们先后8次晋级4强，3次问鼎欧洲杯，如此
表现在欧洲球队中首屈一指。世界杯赛场 ，日耳
曼人的战绩也唯有足球王国五星巴西可以媲美。

与其他足球强国相比 ， 德国足球是个人技
术和团队协作的完美结合 。 近几年传控打法融
入后， 更让德国队实现了漂亮足球和出色战绩
的有机统一。

为什么德国足球如此牛气？ 认真、 严谨、 高
效、 坚韧不拔……这些美好的品质早已融入德
国人的血液中。 德国战车也曾有过折戟沉沙的
经历， 2000年欧洲杯甚至排名小组末尾。 但在
这次惨败之后， 德国人大刀阔斧发展青少年足球
训练体系 。 这场足球改革 ， 孕育了2014年7比1
“屠杀” 巴西队的王者之师， 支撑起德国人站上世
界之巅的足球体系。

中国足球正处在改革转型期 ， 应该踏踏实
实向德国足球学习 。 除了德国人坚韧不拔的意
志品质、 顽强的比赛心态与超强的适应能力， 他
们的青训体系 、 管理理念和人才培养机制更是
值得中国足球学习、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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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烈枪案折射美式“内伤”
� � � �夜半枪声，血腥街道，惶恐面庞……美国奥兰
多12日凌晨的枪击案迄今已造成50人死亡、53人
受伤。这是自9·11以来，美国遭遇的本土最严重的
枪击案与恐怖事件。而袭击发生前不到24小时，一
名女歌手也在同一城市遭枪击身亡。夺命枪声再
次将美国“控枪”制度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美国公民持枪权受美国宪法保护，这是出于赋
予公民反抗政府暴政的初衷，是政治象征，也是公
民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却让美国付出沉重的“自由
的代价”。据统计，２０１５年美国共发生枪击事件５１６７５
起，造成１３１３６人死亡。虽然每次事件有许多不同之
处，但凶手的武器多数都是合法获得的枪支。枪支
俨然已成为美国人互相伤害的工具。

多年来，枪支问题是美国政治中的老大难。它
事关美国宪政理念，在其背后也有着巨大的利益
勾结。党派斗争中，共和党通常反对控枪，民主党
人则普遍支持对枪支实行更严格管理。无奈长期
以来， 以美国步枪协会为代表的枪支利益集团，
以其强大实力影响美国枪支政策走向，有时甚至
对美国总统选举产生重大影响。

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20
名无辜儿童遇害，让奥巴马两度落泪，奥巴马随后签
署23项控枪总统行政令。但几年过去了，总统的眼泪、
决心、举措依旧敌不过美国强大的党派政治、利益之
争，数次败给最初“集团式”的恐袭以及现在“独狼式”
的攻击。其任期也因此次袭击无法画上圆满的句号。

大选在即，枪击案发生后几小时，特朗普与希
拉里先后发声。有分析指出 ，惨案在某种程度上
将左右大选走向。

肆意枪声何时休
周倜

� � � �美国奥兰多市12日血腥枪案震惊世界，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之为“恐怖”“仇恨”
行径。凶手的恐怖之火、仇恨之源究竟何在？奥兰多枪击案是“偶发事件”，还是有迹
可循的“难逃之劫”？中国专家认为，这起血腥案件透射出美国制度、文化的“内伤”。

� � � �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2016年6月13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美国总统奥巴马，就美国佛罗
里达州奥兰多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奥巴马总统、美国政
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诚挚的慰问，并向遇
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3日中午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会见记者时，
就12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发生枪击案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哀悼和慰问。李克强表示，我
们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 向伤者和受害者的家属
表示诚挚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习近平向奥巴马
致慰问电

� � � � 警方在突击行动中打死了这名枪手。
一名反恐官员对媒体说： “现在看， 这个
家伙的 （枪击） 行动显然没有其他任何人
的帮助， 他是一名单独行动者。”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认为， 事件
性质尚未确定， 有待警方调查和美国官方
的认定， 而官方认定非常重要。 奥巴马讲
话中尽管使用了“恐怖” 一词， 但仍未使

用“恐怖主义”。
从案情看， 尽管枪手声称效忠境外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 但凶手是其正式成
员或受其直接指令， 还是思想信念上的认
同， 仍有待确定。 储殷认为， 如果是前
者， 就说明恐怖势力渗透美国已经成为事
实， 美国的反恐和安保面临巨大压力； 如
果是后者， 就说明“独狼式” 袭击有扩大
化趋向， 这对很多国家的反恐体系都是新
的考验。

正在美国出席研讨会的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达巍说， 这起枪击
案对美国社会震动很大， 舆论还在等待对
案件性质的确定。 从已经透露的信息， 可
以得出案件的三个关键词： “独狼 ” 、
“枪案”、 “仇恨”。 不同的是， 这是“9·
11” 恐怖袭击后在美国造成最大伤亡的一
次枪案， 如果最终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
也是“9·11” 之后美国本土伤亡最惨重的
恐怖主义袭击。

“独狼”

� � � � 被警方打死的枪手名叫奥马尔·马
丁， 29岁， 是阿富汗移民的后代。 他在
纽约出生， 案发前居住在佛罗里达州，

是美国公民。
储殷说， “9·11” 恐怖袭击之后， 美

国国土安全部门加大反恐力度， 让来自境
外的恐怖袭击很难实现。 但更难防范的，
还是来自国内的恐怖袭击， 即美国公民发

动的袭击。 这是美国反恐的一个软肋。 这
起恶性案件也给很多国家一个警示： 如何
标本兼治， 应对本国公民受到极端思想影
响而发动恶性袭击？ 这是以后全球各国安
全的一个重点。

“公民”

� � � �据报道， 枪手案发时使用的枪支是通过合
法途径购买的。 路透社报道指， 这起枪案“几
乎肯定要再次引发有关枪支法律的激烈争议，
尤其在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达巍认为， 美国是全世界枪案最为频发的
国家之一。 这同其枪支法案和枪支文化直接有
关。 因为同宪法相关， 枪支问题成为美国一个
长期争执不下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近年来， 尽
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支持更严厉的控枪措施，
尽管奥巴马发誓将控枪作为任内一个重要议
题， 但我们看到， 这个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现
在难， 以后也难。

在奥兰多枪击案发生后，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12日在一篇报道中重提美国亚拉巴马大
学犯罪学副教授亚当·兰克福德的研究成果。根据
这份报告，1966年至2012年间，全球共发生292起
大规模枪击案，其中仅美国就占到90起，比例接近
三分之一。美国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5%，发生在
公共场所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却占到全球的31%。

“传染效应”

� � �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从数据分析来看，大
规模枪击案具有一定的“传染性”，会产生不良
的“示范效应”。

CNN援引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一件枪击
或杀人个案的发生会推高之后一段时间内再
次出现类似案件的几率，这样的“传染周期”可
持续13天之久。兰克福德说，由于购买枪械更
加容易，枪击个案产生不良“示范效应”的现象
在美国尤为突出。

枪械泛滥的背后，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犯
罪学学者加里·克莱克先前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
现象：在奥巴马执政的这几年，美国枪械制造商产
量大幅提升，在2009年到2013年的短短5年间，这
一数字从560万增至1090万，整整翻了一番。

克莱克把这一现象称为“奥巴马效应”。他
解释说，美国的严重枪击事件近年时有发生，控
枪讨论也从未停歇，但枪案的不断涌现却促使
持枪人购买更多枪支，甚至一些原本没有枪的
人也跟风入手，进而使枪械泛滥、涉枪暴力问题
严重的恶性循环不断往复。

达巍将枪案凸显的问题称之为“美国内
伤”。美国是一个崇尚多元、多民族、多宗教的国
家，这在道义上没有问题，但显出现实的某种困
境。 比如， 多元主义会产生多元阶层和多元利
益，其间必然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如针对少数族
裔、“同性恋”等少数群体的犯罪。尽管美国号称
包容、开放、多元，但社会内部的碰撞有时候很
惨烈，很多时候表现得稳定、和谐，但深层有难
以弥合的伤痕，平时看不到，特定环境下就以惨
烈的方式表现出来。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枪支”

� � � � 6月12日，在加拿大温哥华，民众参加烛光集会悼念奥兰多枪击事件遇难者。 新华社发

15日0时 奥地利VS匈牙利
15日3时 葡萄牙VS冰岛

观战指南：

波兰1比0北爱尔兰
德国2比0乌克兰
西班牙1比0捷克

昨日战报：

� � � � 6月13日，欧洲杯C组开打。有惊无险，强大的
德国队以2比0击败乌克兰队。与12日亮相，没能
打破欧洲杯开局不胜魔咒的英格兰队形成鲜明
对比，已经44年、连续12次征战欧洲杯决赛圈的
德国战车，开局从未输过。

12次开局战
7胜5平未输球

12日， 第9次出现在欧洲杯决赛圈的英格兰
队1比1被俄罗斯队逼平，延续了48年欧洲杯决赛
圈从未赢得首场比赛的尴尬。 很多球迷诧异，英
格兰队也算是强队，怎会有如此表现？

一天后， 德国队迎来本届欧洲杯的首场比
赛，2比0轻松取胜，将欧洲杯的开局战绩提升为7
胜5平。

都是开局战，一个从未赢过，一个从未输过，
两者形成鲜明对比。相对应的是，英格兰队也从
未赢得欧洲杯，德国队已3次登顶欧洲之巅。

实事求是而言，德、英都是欧洲强队，实力球
星也旗鼓相当。对比联赛，英超是公认的世界第
一职业联赛，德甲的竞争力要低一些。不过一旦
集体出战，德国队总能众志成城，迸发出巨大能
量，英格兰队却是强者不强，时不时就会掉链子。

夺冠大热门
身价欧洲第一

像往届欧洲杯一样，德国队是本届欧洲杯夺
冠的大热门。同时，德国队也是本届欧洲杯身价
最高的球队，全队身价总和达到5.62亿欧元。

相对星光熠熠的德国队，本场比赛的对手乌
克兰队身价1.23亿欧元， 不到德国队的四分之
一。

不过在比赛中，德国队赢得并不轻松，虽然率
先得分，但全队上下并没有掉以轻心，最终在伤停
补时阶段再进一球。 这也从另一层面印证了日耳
曼人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绝对实力。

到目前为止，德国队也是本届欧洲杯唯一取
得两个净胜球以上的球队。

英格兰老是不赢，德国从来不输

都是开局战，差别两重天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 � � � 6月12日， 德国队球员穆斯塔菲（左二） 在比赛中与队友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学习德国好榜样
王亮

� � � � 6月13日的欧洲杯D组比赛中， 西班牙
队以1比0战胜捷克队。 图为西班牙队球员
皮克在比赛中头球破门。 新华社发

天下微评

李克强表示哀悼和慰问

看 法

就佛罗里达州枪击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