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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日凌晨!本赛季欧冠
&'(决赛唯一一场的豪门对决"""卫
冕冠军巴塞罗那和)*米兰进行了两
队首回合的较量# 主场作战的)*米
兰+,+逼平巴萨! 双方都错过了不少
得分机会!尤其是米兰人逃过了本应
该吹罚的一个点球#拜仁凭借戈麦斯
和罗本的进球$$+完胜马赛! 不出意
外的话将在半决赛和$-日首回合客
场.$+凯旋的皇马在半决赛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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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萨的攻击力有目共睹!在欧冠
赛场上他们上一次被对手零封还要
追溯到/++%年的&&月0日! 当时他们
在小组赛客场被俄罗斯的喀山鲁宾
+,+逼平# 此后直到这场做客米兰之
前!巴萨已经在欧冠赛场上连续/%场
都有破门!一共打进1-球#

但这样的纪录在圣西罗被终结
了# 虽然米兰后防中坚蒂亚戈%席尔
瓦& 主力右后卫阿巴特都因伤缺阵!

中场防守大将范博梅尔停赛!但众志
成城的他们却守住了'宇宙队(一波
又一波的疯狂进攻#

门将阿比亚蒂成为了欧冠射手

王梅西的噩梦!两次扑出了阿根廷人
的必进球)老将内斯塔带伤上阵表现
稳健)原先的板凳球员安东尼尼更是
先打左后卫&再踢右后卫!不但成功
地封住了巴萨犀利的边路进攻!而且
还有一次高速回追救险!化解了巴萨
前锋桑切斯的单刀球#

为了防住巴萨!米兰几乎是将自
己的三条线压缩在了后场.+米的区
域里!根本不给巴萨穿插&突破和跑
动的空间# 由诺切里诺&博阿滕和安
布罗西尼组成的肌肉型中场也很好
地完成了阻滞对手进攻组织的功效#

米兰主帅阿莱格里赛后透露了自己
的赛前针对性布置!'当梅西要突破
的时候!安布罗西尼必须在他面前挡
一挡!比赛中这点做得非常不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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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防守出色! 米兰人的反击也
有声有色# 开场仅仅.分钟!米兰就在
前场断球后直接进攻! 可惜罗比尼奥
在小禁区里将直接面对门将的射门打
飞# 伊布还浪费了一次单刀球机会#

不过! 巴萨依旧是比赛的主导
者!全场他们一共射门&-次是米兰人

的整整.倍!控球率更是接近203#阻
止巴萨进球的除了米兰球员之外!还
有瑞典主裁判埃里克森#争议发生在
第&2分钟!巴萨开出配合精妙的前场
任意球!桑切斯在趟过阿比亚蒂后明
显是被对方扑倒在地!但底线裁判和
主裁判都没有做出任何表示!也没有
判桑切斯假摔#

巴萨队长普约尔还在为自己下
半场的遭遇喊冤!他在接角球禁区内
争顶时被米兰球员博阿滕拉倒在地!

'全世界都看到了#我准备射门!然后
被拉拽球衣! 裁判不想判罚点球!我
看了录像这的确是个点球# ( 不过
普约尔表示!关键是要球队要足够出
色!'我们不应该寻找借口!我们必须
去比赛!裁判也有难处# (

巴萨主帅瓜迪奥拉也是这样的观
点!'主裁判没有判罚点球! 那是因为
他没有看到#这没什么!要想成为欧洲
冠军!你就必须克服很多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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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踢球!还是在玩'轮滑(*有时
候! 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最具代表性
的!就是巴萨上半场第2分钟时在禁区

线附近获得的那粒任意球# 梅西左脚
内侧弧线球攻门!结果完成助跑后!立
足脚居然打滑!当即摔倒在地#坐在地
上的梅西双手撑地!一脸无奈#

滑倒的不止梅西!还有爱玩弄脚
法的阿尔维斯和伊涅斯塔# 善于停
球&控球!以技术细腻&传接配合见长
的巴萨! 在这块场地上吃够了苦头#

至于主队米兰!整场几乎只用一个战
术$大脚长传!找前场的高点伊布#

赛后有媒体透露!主队米兰并未
按照约定给场地浇水#难怪有人会如
此揣测$'这就是一个阴谋# (

'草皮太滑导致球员容易受伤!这
非常危险#我们本可以取得进球!但在
这样的球场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情! 我想米兰方面也想要一块更好的
草坪吧# 我认为应该制定一些草皮的
相关标准!不管去哪比赛!我们都不愿
在这样的条件下和米兰交手! 这对球
员的正常发挥有很大影响# (瓜迪奥拉
对糟糕的场地条件非常不满#

也许这场比赛后!所有球队都会
发现这是个非常管用的方法"""如
何对抗'宇宙队(*找一块像圣西罗这
样的草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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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洲国际有限公司注册'中超(

商标得到国家工商总局局商标评审委
员会!!"#"$%&#$的核准!中国
足协随即起诉! 要求法院撤销该商标
核准#/%日上午!记者从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获悉! 该院一审判决撤销
商评委的裁定

据法院介绍!/++/年!曾在中国引
入'超市发连锁超市(的美大洲公司向
国家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将'中超及
图( 等.件商标使用在无线电广播&电
视播放&学校教育&组织竞赛以及电视
广告&推销等服务项目上#中国足协随
即在公告期内向商标局提出异议!而
商标局核准了'中超(商标的注册# 随
后! 中国足协又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
请复审! 商评委于/+&+年0月(做出裁
定!对'中超(商标核准注册#

法院判决撤销商评委的裁定!同
时判决商评委就'中超(商标的注册核
准重新作出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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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龙华殡仪馆成立的全
国首支'殡仪司仪(队伍中!有一
名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孩# 很多人
并不知道! 她曾伴着排球走过十
五年! 是上海女排的国家二级运
动员#这名殡仪司仪队伍中的'排
球女将(!名叫郑雯静#

'殡葬工作和其他服务行业
的工作一样! 是一份能让两个世
界的人都满意的工作# (面对周围
人的质疑!郑雯静这样回答#

/++%年! 上海殡葬行业举行
了首次面向应届大学生的专场招
聘会!最终有&+-名应届大学生通
过初选&培训&面试!加入殡葬行
业的队伍#三年后的今天!当年进
入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所属各单
位工作的1&名大学生! 还有2+人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郑雯静就是
其中之一#

郑雯静曾是上海女排的一
员!&0年的球场生涯为她赢得过

许多荣誉和奖杯# 边比赛边读书
的她! 在上海理工大学顺利本科
毕业后!选择退役#然而刚刚毕业
的她! 选择的第一份工作是殡葬
业& 进入上海龙华殡仪馆做了一
名普通的礼厅服务员#

周围朋友和家人投来惊诧的
目光!但郑雯静没有太在意!而是
积极熟悉工作环境和业务!努力提
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帮助每一位逝
者做好人生最后一次礼仪仪式#因
为工作出色!一年后她被聘为'丧
葬咨询师(! 并开始接手一项新的
服务项目$殡葬'全程陪同服务(#

这项殡葬行业推出的全新接待模
式!对于每一名陪同服务人员都有
许多挑战和困难!但郑雯静抓紧机
会学习业务知识!在短时间内掌握
了业务洽谈技巧!并和团队成员一
起创新了业务营销模式#

/+&&年! 龙华殡仪馆成立了
全国首支'殡仪司仪(队伍# 郑雯

静在接受严格的培训&考核之后!

拿到了由上海市殡葬行业协会统
一颁发的殡仪司仪'上岗证书(#

'虽然已经在殡葬行业工作
了两年!但做殡仪司仪!与其他行
业司仪有着极大的不同! 我们要
面对的是一个悲伤至极& 痛失亲
人的家属群体! 不仅要理解和体
会他们的需求! 更要用自己的力
量努力减轻他们的苦痛!(郑雯静
说# 也正是凭借这样温情而专业
的服务! 郑雯静和同事们的工作
得到了逝者家属的纷纷赞许#

上海市殡葬行业协会会长王
宏阶表示! 像郑雯静这样的年轻
人加入殡葬从业队伍后! 给整个
行业带了一股清新之风!同时!这
个行业也带给他们许多的成长和
感悟!'对人&对事&对待生命!都
会有格外的尊重和感恩# 这里不
仅有精彩的事业! 也有高贵的理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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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比分变为.$&时!本赛季总冠
军的头衔已经开始向北京金隅队倾
斜!手握.个赛点并且占据主场&心理&

士气多重优势的北京队! 正在向队史
首个*!)总冠军稳步迈进!而雄风不再
的广东东莞银行队! 则处在了命悬一
线的位置上# 若要在绝境中完成逆转!

卫冕冠军需要及时找回冰冷许久的手
感!并期待幸运女神的眷顾#

拿下第四场'天王山(战役!北京
队重新找回了赢球轨道! 广东队第三
场赢球获得的战术经验! 在第四场被
北京队一一破解$'小个阵容( 单防马
布里!被北京队用减少投篮&集体冲击
篮下的强硬打法破解) 李原宇的 '奇
兵(效应!在北京队内线的杀伤下打了
很多折扣)上一场回暖的三分球!被北
京队外扩的积极防守逼得连连 '打
铁(# 主帅闵鹿蕾!也在与李春江的临
场应变中处处占先# 从技术上和战术
上!北京队已经'完克(对手!在下一场
比赛中!使劲浑身解数的广东队!恐怕
也拿不出更好的对付北京队的办法#

朱彦西的伤检结果并无大碍!马
布里&莫里斯的手感异常稳定!以往比
赛中喜欢随意处理球的莫里斯在第四
场仅出现了&次失误!所以!指望北京
队自乱阵脚好像也并不靠谱#

北京队的状态稳中有升! 而广东
队则陷入到了诸多困境中# 无论内线
安排哪个队员! 都防不住莫里斯投突
结合的打法) 无论用什么战术防守马
布里!都无法真正限制住他的作用)无
论李春江使用何种战术扭转场上局
势!闵鹿蕾总有应对之策#

布鲁克斯难改'神经刀(习性!胡
乱选择进攻机会让广东队的进攻效率
大大降低#三分射手群不到.+!的命中
率使广东队赖以成名的外线全面处于
被动!曾经夺得总决赛456称号的王仕
鹏继续'得分荒(# 广东队在第四场处
处受制!败得无话可说#

北京队距离 '改朝换代( 只剩一
场!广东队则需要从逆境中探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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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内政部日前出台一项新的措
施!要求参加伦敦奥运会的外国运动员&

教练和代表团官员! 在英国逗留期间不
许结婚!以防有人借此申请居留权#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今年有近两
万名欧盟成员国以外的奥运会参加者
将获得六个月的签证!但这些签证不仅
禁止在英国结婚或举行民事伴侣仪式!

还禁止改签学生签证在英国上学# 报
道说!做出这样的特别限制!是为了防
止非法移民和恐怖分子利用奥运会的
机会进入英国#

去年!两个&2岁的喀麦隆少年!参
加完英联邦青少年运动会后!在曼彻斯
特机场消失# /++/年的英联邦运动会
期间!也是在曼彻斯特!塞拉利昂一个
近#+人的代表团集体失踪#

英国边境署已经通知所有/+(个国
家和地区的奥运会代表团有关的签证
规定# 外国奥运代表团要出具证据!证
明其成员不会逾期滞留或寻求其他就
业!并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参赛费用和返
程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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