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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牌

突尼斯难阻英格兰
推荐场次! 突尼斯 '( 英格兰

比赛时间! # 月 &) 日 $ 时

北非球队突尼斯在世界杯预选赛

中小组积 &* 分力压刚果 !金" 晋级

世界杯决赛圈$ 热身赛中# 突尼斯五

战 $ 胜 $ 平 & 负# 分别战胜伊朗和哥

斯达黎加# 战平 + 罗缺战的葡萄牙#

对西班牙也仅以一球小负# 实力不容

小视$ 突尼斯史上 %) 次过招欧洲球

队 # &! 胜 $% 平 !) 负 # 不败率刚过

",-$ 头号球星哈兹里上赛季为雷恩

队打进 && 球# 他由于受伤缺席了近

三场热身赛# 现已伤愈复出$ 突尼斯

历史上四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 均止

步小组赛# 上一次征战世界杯决赛圈

要追溯到 $,,# 年 $ 与 $,&% 年非洲

国家杯时相比 # 突尼斯的阵容有较

大变化 # 特别是后防线上哈姆迪被

马洛尔取代 # 雅库比和阿布登努尔

也未入选 # 新阵在正赛中的表现有

待考察$

欧洲劲旅英格兰以小组赛不败战

绩力压斯洛伐克进入世界杯决赛圈$

三狮军团阵容上较 $,&# 年欧洲杯有

小幅调整# 门将皮克福德拿到了首发

位置# 不过球队三名门将皮克福德%

巴特兰德和波普加起来代表英格兰队

只出场了 &$ 次# 明显缺少大赛经验#

可能会让人有所担忧$ 其他位置上#

斯通斯代替了斯莫林# 前锋林加德代

替了斯图里奇# 总体上逐步完成了新

老交替$ 英格兰此前和突尼斯交手过

两次# 取得 & 胜 & 平的成绩# 两队曾

在 &)). 年世界杯上交手# 英格兰以

$ 比 , 完胜对手$

此役主裁是来自哥伦比亚的佩雷

斯# 执法过上届世界杯和去年的联合

会杯#其中两场欧洲球队的比赛#欧洲

全胜# 两场非洲球队的比赛# 非洲全

败$本场比赛#亚洲机构给出了英格兰

让球半的初盘指数#后市降为让一球/

球半# 欧洲指数则给出了 .0,,1*0*"1

&0** 的组合$ 本场比赛看好英格兰胜

出# 竞彩让球玩法推荐 ,2&$

熊冰杰 !足球解说员"

竞彩推荐

冬奥遗产闪光!索契正在华丽转身
索契伊斯库斯塔娃 &天狼星' 科学

馆的正门口# 前苏联 &暴风雪' 计划八

架技术验证机中的一架正安静地停靠在

那里$ 这架验证机见证了苏联在上世纪

%, 年代全球顶尖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实

力# 如今则承担起了为中小学生进行科

普教育的职责# 并期盼着俄罗斯的重新

崛起$

改变或许正在发生# 至少在与科学

馆一墙之隔的索契冬季奥林匹克公园已

经出现了苗头 $ 作为 $,&. 年俄罗斯世

界杯的赛场之一# 菲什特奥林匹克体育

场将承办四场小组赛% 一场八分之一决

赛和一场四分之一决赛# 届时来到这里

的全世界球迷们将有机会再次感受到这

座 $,&* 年冬奥会主体育场的恢弘$

作为索契冬奥场馆设计% 建设项目

主管#奥列格(拉耶娃如今在俄罗斯克拉

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办公室担任负责

人#&索契冬奥会的这些遗产如今都)活*

过来了$除了目前利用率很高的场馆#崭

新的道路%车站%机场及完善的供电系统

也为索契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帮助$ 如果

没有 $,&* 年的那届盛会#这些或许在十

几年之内都不可能建好$ '拉耶娃表示#

其实在冬奥会举办之初# 俄罗斯政府就

已经对索契的未来发展有了规划#&但现

在的实施效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

大赛场馆与基础设施成
为发展基石

与近日莫斯科气温总是在 &"!左右

徘徊不同#黑海边的索契白天可达 !,!#

这也让从北方赶来的记者在俄罗斯第一

次汗流浃背$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地方

能够成功地举办一届冬奥会# 而拉耶娃

告诉记者的数字更让人难以想象#&如今

这座人口只有 !* 万的城市#每年要接待

超过 #,, 万名游客$ '

&索契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气候$夏

天很热#但到了冬天#白雪将覆盖整片区

域$ '作为世界杯的志愿者之一%土生土

长的索契姑娘伊莲娜对记者说#&冬季奥

林匹克公园这片区域以前是非常漂亮的

海滩和平地# 但是冬奥会的场馆建设改

变了这里$这样的变化非常好#因为来索

契度假的游客越来越多$ '

伊莲娜感受到的是普通民众眼中最

直观的变化# 但游客们不会凭空而来 #

真正让索契成为俄罗斯乃至东欧重要旅

游目的地的原因# 是当地政府在体育 %

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投入 $ 拉耶娃说 +

&冬奥会留下的基础设施和场馆成为发

展的基石$ 最初# 来到索契的是各类体

育讲座和论坛 # 在政府进行有效引导

后# 体育之外的文化演出等项目也蜂拥

而至$' 随后拉耶娃向记者详细介绍了

冬奥场馆如今的使用情况# 比如索契滑

冰中心 &阿德勒尔中心' 现已成为一个

多功能活动场馆# 除拥有一家网球学院

外# 还经常举办各种国际会议% 论坛 %

展览及商务活动, 波尔肖冰宫现被一家

俄罗斯体育学校用于培养冰球% 花样滑

冰人才# 同时还可用于舞蹈% 排球等比

赛# 并举办过数届著名的 &全俄合唱比

赛', 小型滑冰场所 &沙伊巴' 及索契

冰球训练场现在是全俄儿童保健中心 #

同时承办冰球比赛和马戏演出$ 此外 #

3& 俄罗斯站的比赛也正是利用索契整

片冬奥场馆的区域进行$

据当地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 +$,&#

年索契举办了逾 $,, 场大型活动# 其中

包括不少于 ## 场国际活动和 &!) 场全

国活动#而 $,&% 年各项数据继续全面上

升$ &我们曾对一场在菲什特举行的大型

活动进行过统计# 五万名观众中有 #,-

来自索契以外的地区$ '拉耶娃说$

带动整个高加索地区发展

索契平日的活动有多繁忙- 冬奥公

园官方提供了一份 &节目单 '+从今年 %

月 $# 日起的一个月内#仅在冬季体育中

心 &冰山' 上演的文化演出就超过了十

场#场馆活动的密度的确惊人$

&索契近几年的发展为当地人民创

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这些变化得益于交

通%医院%公园等基础设施的完善$ 新建

设施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 也给当地带

来了巨大的财富$ '拉耶娃告诉记者#索

契的发展提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 #

而在文化% 体育和旅游业获得极大发展

后# 还吸引到了很多其他地区的人才和

专家#为索契注入了新的活力$

根据另一份统计数据#索契 $,&# 年

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提高了 !0" 倍 ,索

契政府将继续给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提

供政策倾斜# 同时将加大投资提升旅游

业水平和竞争力$ 所有这些都推动索契

成为知名的疗养圣地和滑雪圣地$ 除奥

林匹克公园外#玫瑰庄园高山滑雪中心%

阿洪山等著名景点每年都吸引大量游

客# 而伴随着这些景区近年来的迅猛发

展# 大批投资商也在索契当地或周边追

加投资$拉耶娃说#如今索契发展带来的

影响已不局限于当地# 而是带动了以索

契为中心的高加索地区发展$ 俄罗斯高

等经济大学体育管理职业培训联合项目

主任库兹尼佐夫则表示#&火热的市场导

致了很多资源的供不应求# 在旺季去索

契度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冬奥遗产的成功利用# 无疑让索契

完成了一次华丽转变# 而在拉耶娃看来

这只是一个开始$ &目前旅游业是索契政

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我们接下来的目

标是进行精细化操作$ '她表示#&一方面

要发展高品质的旅游业# 进一步提高游

客在高山滑雪等项目中获得的服务体

验,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大索契对周边区

域的辐射效应 $ 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好

头$ ' "本报索契 # 月 &% 日专电#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无法解决所有争议

昨天# 视频裁判 !'45" 上演世

界杯首秀 $ '45 在法国队获得点球

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在阿

根廷与冰岛之战中# 帕文被绊倒的一

幕却没有让 '45 提醒当值主裁回看

视频 $ 世界各地媒体赛后均聚焦于

此# 主流观点认为# 引入 '45 是足

球运动的进步# 但 '45 并不能一劳

永逸地解决争议# 甚至将为比赛带来

新的不可预知性$

从 '45 的世界杯首秀中# 我们

看到了世界上没有判罚相同的 '45#

也不会有统一的回放标准$ 在一场混

乱的% 永远充满争议的足球比赛中#

'45 的存在也无法完全解决判罚的

争议性$ 澳大利亚与阿根廷的球迷也

许会抱怨 '45 的决定# 裁判可以坚

称自己只会在需要时才运用 '45$

争议% 分歧% 厄运&&这就是足球$

无论我们如何试图用高科技定义这项

运动# 足球的核心与魅力正是不确定

性与不可预知性$ 我们只需享受科技

为足球增添的不可预知性$

$$$%卫报&

'45 存在视频技术无法解决的

一大问题' 在三维世界里如何根据二

维图像做出决定$ 从某个角度看# 澳

大利亚后卫里斯登铲倒了格里兹曼(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他没有犯规$ 主

裁在观看 '45 呈现的两个角度后 #

决定给予法国队点球 $ '45 不能清

晰展示比赛中的所有争议时刻$ 足球

依然是一场意见博弈# 最终还得依靠

人类的观点得出结论 $ 无论是坐在

'45 办公室的裁判还是站在场上的

主裁 # 都根据自己所看到的做出决

定$ 如果我们依然质疑主裁看过视频

后所做出的决定# 那么 '45 是否真

的起了作用呢 ) 在世界杯上 # '45

也许会帮助裁判纠正错误$ 这确实是

进步 # 但至少现在 # 人们对于 '45

的惊恐与争议依然存在$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46+7

'45 仍然由人类操作 # 因此没

有什么是绝对可靠的$ 在阿根廷对冰

岛之战中# 阿根廷人帕文被撞倒后立

即向主裁马西尼亚克申诉# 但波兰裁

判走向阿根廷的替补席# 似乎在解释

自己看到的是假摔$ 无论出于什么原

因 # '45 确实没有暗示主裁应该回

看录像$ 我们同时看到了 '45 的好

处与坏处 # 尽管本届比赛引进了

'45# 争议依然存在$ 我们不应天真

地认为 '45 在这届比赛中的表现会

毫无瑕疵$

$$$雅虎体育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最大冷门!竟由德国人制造
!比"不敌墨西哥(成为本世纪第三支首战失利的世界杯卫冕冠军

就在赛前被媒体问及 &作为卫冕冠

军是否会有压力' 时# 德国队主帅勒夫

自信地答道+ &我们一直是夺冠热门#

也一直背负着压力$' 但现在# 压力真

的来了$ 在卫冕冠军的首战中就爆出了

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德

国队以 , 比 & 不敌墨西哥# 这是他们自

&).$ 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首战中输球$

德国队也成为本世纪第三支在首战中失

利的世界杯卫冕冠军球队$

这是一场相当开放的比赛# 两队几

乎没有任何试探就直接进入对攻状态$

前 &" 分钟# 双方就已经贡献了 % 次射

门$ 德国队的战术没有什么变化# 这是

他们一贯的自信$ 但基米希频频助攻的

右路# 成了对手发起反击的最好通道$

墨西哥人接连几次快攻依然没有引起德

国队足够的重视# 第 !" 分钟终于结出

恶果+ 赫迪拉前场带球被断# 中卫胡尔

梅斯扑球未果# 墨西哥两次传递后形成

$ 对 $# 左边锋洛萨诺快速插上# 晃过

一人后打近角得手$

德国人的运气也是背了一些# 全场

比赛轰出 $" 次射门#却一无斩获$ 门框

也两度拒绝了他们+失球后两分钟#克罗

斯的直接任意球射门#被对方门将扑了一

下后弹横梁而出,第 .)分钟时#替补布兰

特的凌空远射又击中了立柱$ 不过必须

承认# 这场比赛墨西哥人是表现更好的

一方# 他们打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快速

足球$ 而墨西哥队 !) 岁的老将马奎斯

在第 %* 分钟替补出场# 由此成为史上

第三位在五届世界杯出场的球员$

"圆月弯刀#背后藏着一段黑历史
科拉罗夫任意球上演)世界波*(塞尔维亚 " 比 ! 小胜哥斯达黎加

在这个德国 % 巴西两强接连亮相

的比赛日 # 塞尔维亚与哥斯达黎加的

这组对决难免有些星光黯淡 $ 直至塞

尔维亚队的亚历山大(科拉罗夫踢出那

脚 &圆月弯刀' 的任意球 &世界波 '#

世界仿佛才回忆起这个命运多舛的国

家曾给足坛留下多少难忘回忆 $ 上一

个在世界杯上以如此方式直接破门的

塞尔维亚球员还得追溯到 $, 年前的西

尼萨(米哈伊洛维奇# 而彼时对阵伊朗

的那支队伍还叫作南斯拉夫$

难忘的一幕发生在第 "# 分钟# 比

起两天前 + 罗那记 &电梯球'# 科拉罗

夫的任意球划出的弧线更完美 # 皮球

贴着门柱入网 # 彻底击败了此役表现

神勇的哥斯达黎加门将纳瓦斯 $ 这记

&圆月弯刀' 任意球# 帮助多次浪费机

会的塞尔维亚人 & 比 , 险胜哥斯达黎

加# 在同组还有瑞士 % 巴西两强的情

况下# 保留了晋级的希望$

八年前 # 科拉罗夫就是塞尔维亚

队世界杯阵容中的主力 # 这一次 # 已

经 !$ 岁的他担任球队队长$ 先后在拉

齐奥 % 曼城 % 罗马等豪门效力的科拉

罗夫 # 用自己标志性的任意球又将老

资格的球迷们带回南斯拉夫足球的美

妙时光 $ 但他身后也背负着一段黑历

史# 一段足以解释为什么塞尔维亚足

球会在十年前迅速衰败的黑历史$

科拉罗夫的职业生涯起步于一家

贝尔格莱德小俱乐部楚卡里卡 $ $,,#

年 $ 月 # 与楚卡里卡尚有一年合约的

科拉罗夫突然要求与球队解约 # 并公

开表达转投贝尔格莱德第三大俱乐部

839 的意愿$ 这一不合理的请求自然

遭到了时任球队主席亚历山大(米哈

伊洛维奇否决 $ 离奇的是 # 贝尔格莱

德 839 队直接忽略了双方有约在身

的事实 # 以自由球员身份签下科拉罗

夫$ 这一转会得到了塞尔维亚足协首

肯$ 此后 # 米哈伊洛维奇屡次向塞尔

维亚足协申诉 # 却被悉数驳回 # 甚至

最终遭到了禁止参加足球活动一年的

重罚$

科拉罗夫缘何突然提出转会 - 贝

尔格莱德 839 队为何又能跳过规则 -

谜底直至 $,,. 年才被塞尔维亚电视台

一档名为 /局内人0 的调查节目揭开$

故事的始作俑者叫作日维丹(特尔基

奇 # 当时是贝尔格莱德 839 的总经

理# 他当时为自己编织了一套牢固的

关系网和利益链 # 把控了塞尔维亚

:$& 国家足球队的招募权力 # 并以此

诱惑乃至威胁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加盟

贝尔格莱德 839 队+ 来我这里# 就能

进 :$& 国家队# 以后就有资本去欧洲

大球会, 不来# :$& 的大门就此关闭$

就在科拉罗夫转会后五个月 # 特尔基

奇甚至荣升为塞尔维亚与黑山分家后

的第一任塞尔维亚足协主席 # 这也就

不难解释为什么塞尔维亚足协此后一

直站在贝尔格莱德 839 这一边$

身处时代的洪流之中 # 一位青年

球员很难对抗腐蚀东欧足球已久的黑

势力 $ 在如今这支塞尔维亚队阵中 #

科拉罗夫也并非唯一被那段历史所裹

挟的球员 $ 日后在切尔西成名的伊万

诺维奇 # 在那段岁月里也从小球会加

盟了贝尔格莱德 839 队# 并得到了大

量的 :$& 国家队出场机会$ 正如当地

媒体 /今日塞尔维亚 0 当年那句新闻

标题...&在塞尔维亚# 一切都明码标

价'# 在那个时代# 塞尔维亚整个社会

都病了 # 足球又怎会是一片净土 - 所

幸# 也许这一切已经完全过去$

!本报记者 谢笑添

!本报记者 谷苗

首战告负# 这下压力真的来到了勒夫这一边$ 视觉中国

科拉罗夫的这一脚任意球# 让人回忆起南斯拉夫足球过往的美好$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