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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晨世界杯预选赛中的焦点人物
是#罗!葡萄牙球星迎来了自己在国家队
的第!$$战" 赛前老大哥菲戈为#罗颁发
国家队百场纪念奖牌" 然而#罗却没有用
优异表现帮助到球队!葡萄牙主场被北爱
尔兰!#!逼和爆出冷门" 比赛后电视镜头
一直对着#罗!#罗阴霾着脸迅速离场" 原
本希望主场翻身的#罗在与梅西的比拼
中!这次无疑又棋输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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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意大利!"日主场以&'!击败丹麦
队!向着巴西世界杯又走近了一步" 前锋巴
洛特利神勇无比!奉献一个漂亮的助攻和一
个关键的进球" 意大利队取得小组赛三连
胜!高居%积分榜榜首"

意大利队主教练普兰德利赛后夸奖$蓝
色军团%进攻得法!组织有序!即使被罚下一
人!阵形未乱& 他还特别提到巴洛特利踢得
$非常慷慨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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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一场焦点大战!!"日晨在马德里演
绎成$捉放曹%#西班牙在上半时以一球领先
的大好形势下!法布雷加斯射失点球!且晚节
不保!被对方替补前锋吉鲁射入压哨球!最终
以!#!$放生%法国&至此!西班牙和法国同积"

分!前者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在(组领跑&

拉莫斯第)*分钟帮西班牙取得领先&第
+)分钟小法射失点球!西班牙错失扩大比分
良机& 此后的比赛西班牙频繁错失反击机
会!反倒让法国在第,+分钟扳平比分!里贝
里禁区左侧传中!效力于阿森纳的吉鲁轻松
头球破门将比分定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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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球场上!逆转好戏经常会上
演!但是如果一个球队在只剩&$分钟
的时候还四球落后!那么简直就是等
于被判了$死刑%&但是在!"日凌晨的
一场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上!瑞典队
就上演了这样的奇迹!他们在$'+落后
的情况下! 在比赛最后&$分钟连进+

球! 最终令人不可思议地扳平了比
分& 而让人有些意外的是!这场好戏
的最佳配角还是一向以斗志顽强著
称的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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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队和瑞典队此前都是全胜
的战绩!而主场作战的日耳曼战车明
显赢面更大&不过连到现场看球的德
国总理默克尔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在
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看到这样的一
场$好戏%&

比赛仅仅进行了!*分钟!德国队

就取得了两球领先的优势&这两个进
球都来自老将克洛泽! 他距离盖德'
穆勒保持的德国进球纪录 (-.球)仅
差!球&第&,分钟!德国队中卫默德萨
克又在门前混战中扫射破门&带着&'$

优势的德国队进入下半场依旧顺风
顺水!第**分钟厄齐尔再进一球已经
将比分扩大为+'$&

德国球迷已经在看台上开始庆
祝!德国队自己也松懈了下来!但是让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瑞典队并不打算放
弃& -$分钟过后连入两球的北欧海盗
再一次给比赛带来了悬念# 为瑞典队
打破僵局的是头号球星伊布! 接着卢
斯蒂格小角度抽射破门& 当埃尔曼德
在第"-分钟接应传中将比分改写为&'

+的时候!瑞典人看到了创造奇迹的希
望!而德国队已经彻底慌乱了&

奇迹的一刻发生在伤停补时第&

分钟!瑞典左路传中!伊布前点争顶

手臂压倒默特萨克!但主裁判没吹犯
规!埃尔姆中路抽射入左下角&

这是德国队的第!$$场世界杯预
选赛!比赛结束后!全场"万多名德国
球迷将巨大的嘘声送给了这支自己
钟爱的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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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人们熟悉的 $德意志战
车%吗*

$老实说! 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
么! 球队能够在+球领先的情况下拱
手让出胜局+ 在比赛的前-$分钟!我
们统治了比赛!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却突然完全丧失了节奏& %德国
队主帅勒夫在发布会上简直就成了
$碎碎念%!$我根本无法相信!也无法
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失去+球的领先优
势&在心理上不少球员可能觉得比赛
在+'$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在最后&$分

钟我们犯了不少错误!但我现在也很
难解释这到底是为什么& %

勒夫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

$我们没有顶住对方的高空轰炸& %的
确德国队的四个丢球!全部来自对方
的传中球!其中有三个是头球没有争
过对手&状态低迷的拜仁中卫巴德施
图贝尔更是应该为德国队的前三个
丢球负责&

勒夫还透露德国队的球员们彻
底崩溃了!$更衣室大家安静得要死!

大家都很失望!没有人说话& 我从来
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
就感觉球队正在慢慢失去对比赛的
控制! 丢掉+球并不是某一个球员的
责任!而是球队整体的责任& %

队长拉姆说道#$我们在比赛的
最后&$分钟给了对手不少机会!注意
力太不集中!对于一个顶级球队而言
不应该发生这样的情况& %

!()"

QRS

&'%

T0

U8VW

XYZ[

!"日上午结束的一场世界杯南美区
预选赛中!阿根廷客场)#!战胜智利& 其
中梅西延续了近来在国家队不断进球的
势头!为球队首开纪录!这是梅西在今年
为阿根廷国家队打入的第!)粒进球!追
平了此前由阿根廷$战神%巴蒂斯图塔在
!,,.年所保持的单一年度进!)球的阿根
廷国家队年度进球最多的历史纪录&

梅西今年在俱乐部和国家队的总进
球数已经达到了-.球! 现在他要挑战的
将是贝利创造的年度个人进球纪录//

!,*.年!贝利总共打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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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教育厅,省文体厅主办的
海南省第一期国际象棋教练培训开
班仪式!"日在海口举行! 来自我省
各市, 县的数十名学员参加了开班
仪式+

日前!省教育厅,省文体厅联合
发出 -关于在我省中小学和幼儿园
推广国际象棋的通知.#今年秋季学
期! 各市县可根据当地中小学的总
量!选择)至&所小学,!至)所中学以
及若干幼儿园! 采取普及班和兴趣
班相结合的方式! 试点推广国际象
棋&普及班以小学!/&年级为主!每
班每周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免费安排
一节课& 另外!利用课外活动时间!

学校还要开展国际象棋,象棋,围棋
0三棋%兴趣班&

通知要求我省中小学校及有条
件的幼儿园!把国际象棋等三棋列入
0体育,艺术)0!项目%!每年要进行评
选!对开展好的学校将颁发0国际象
棋传统学校%牌匾& 每学年举办一次
全校国际象棋或三棋比赛和一次全
市1县2国际象棋或三棋比赛& 每年举
办一次全省国际象棋或三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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