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杯好段子
!

昨天买了意大利!赛后我走上天台!对这个世界没有

什么留恋了!纵身跃下" 可是我竟然没有死# 原来楼下躺满

了前天买了英格兰的朋友!他们居然也没有死$因为下面还

压了密密麻麻买了西班牙的朋友%&今夜! 买了阿根廷的

朋友下来的时候稍微轻点'

!

楼梯间里!出现了一群执着的人!他们押巴西赢(押

西班牙赢(押英格兰赢(押意大利赢&&双眸见红!眼角狂

跳!嘴唇颤抖!在屋顶唱着周杰伦的歌)手牵手一步两步三

步四步望着天! 看我们一个两个三个天台连成线&&不同

的家庭背景!不同的职业身份!为了同一个目标!我们走到

了一起!站在了高高的楼顶天台上&&

!

医生问护士) 大半夜急诊室为什么送来这么多抢救

的*护士答)听说都是球迷!都是一边喊着输了!一边从天台

上跳下来的'医生又问)给他们输血了么*护士答
!

输了&&

话音刚落!病人们纷纷从床上蹦了起来向窗户走去&&

!

通知)意大利大厦顶层天台球迷已经满员!不再接受

新球迷' 请各位球迷自行到其他大厦' 目前天台较空旷的

有)巴西环球大楼!法国塞纳大厦!荷兰环球中心'而英格兰

金融中心大厦天台和西班牙银行大厦天台被交通管制'

!

一个阿根廷球迷在从
"#

楼阳台向下坠落时!透过大

厦的玻璃窗!看到了梅西在加时阶段进球的画面&&

扫一扫! 健康饮水早知道'

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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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把饮料当看球饮品
球迷们，在享受世界杯盛

宴时，你会喝什么？很多人，肯
定会选啤酒或饮料，特别是碳
酸饮料，极少数人会选择淡而
无味的水喝。专家提示，长期喝
饮料对身体是个脱水的过程，
熬夜时本就应该多补水，因此，
还是要少喝饮料，多喝净水或
白开水。

饮料包括碳酸饮料、茶、咖
啡、果汁、牛奶等。一般说来，适
当饮用饮料没有什么危害，但
饮用的多数饮料属于高糖分、
高热量“进口物”。如果过量饮
用，就会摄入较多的糖，增加能
量的摄入，引起一些健康问题，
如肥胖、Ⅱ型糖尿病、骨质疏松
等疾病。

专家称，饮料中所含有的
糖，在营养学中称之为“虚卡路
里”，即一些毫无营养的热量，
它们进入胃后，与胃酸、酶及内
容物产生生化反应，增加对胃
的刺激，扰乱消化系统功能，同
时增加肾脏负担，影响肾功能。

此外，在看球时，很多球迷
喜欢喝功能饮料，希望能提神、
抗疲劳。专家特别提醒，功能饮

料并非适合每个人，切勿盲目
追求“功能”而饮用。一些功能
饮料，不外乎是添加有维生素、
矿物质、牛磺酸、咖啡因等成
分，除非是添加有特殊的药物
成分，否则普通营养元素达不
到广告宣传中的特殊效果。而
且这些饮料又含色素、添加剂，
大量摄取或可能带来健康隐
患。

专家认为，生活中常喝的
饮品包括白水、茶水、饮
料等，白水不含能量，而
且解渴，是日常生活中的
最佳饮品，而白水中又以
好的净水或白开水为最
佳。品质好的水容易透过
细胞膜进入细胞促进人
体的新陈代谢，增强机体
免疫功能，提高人体抗病
能力，是最符合人体需要
的饮用水。

通常情况下，只要符
合饮用标准的白开水，就
是最合适的饮用水。正常
的人一天要喝 2000毫
升———2500毫升水来补
充水分。至少一半，大约

1200毫升是来自白开水。其余
所需水分，可通过茶水、新鲜果
汁、食物等多样化地进行补充。
人们要根据不同的生理状态和
需要选择不同的饮品。

球迷们可以多选择含水量
多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如黄瓜、
西红柿、西瓜等。多吃含水量多
的蔬菜、水果不但补水效果好，
丰富的维生素族群也能让球迷
看球的状态保持更佳。

今天你还投注吗？
牛师长) 世界杯开赛以来!吸

引了大量的球迷和伪球迷!其中还

有一些根本不懂足球的+财迷,' 这

些+财迷,完全就不是因为热爱足

球看世界杯! 而是冲着博彩而来'

有一个朋友!他在世界杯开赛前一

个月就准备好了+弹药,!号称要在

世界杯期间小赚一把' 还有个女

生! 连让球胜平负都不知为何物!

居然也能一注千金' 是什么原因让

他们突然迷上了足彩呢*

冷雨夜)我以为!很大一部分

原因是世界杯这样的豪门盛宴太

引人注目了' 世界杯期间!各大媒

体!大街小巷!几乎是无人不知(无

人不晓' 逢人不谈世界杯!你就像

是+来自星星的,' 如果朋友圈中!

有人在买足彩! 你不投注参与一

下!肯定感觉落伍了' 再说!这些原

本就与足球无缘的人! 买了足彩

后!肯定更关心输赢!看球也更有

劲头了' 更不用提!买中还能赚钱

了'

!"#$%

罗尼)这些固然是很重

要的原因' 可我认为!会有那么多

人投入足彩的行列!很关键的原因

还是由于近两年大家都开始习惯

于网购!网络支付的便捷!给他们

更多参与的机会' 而且现在智能手

机普及!移动支付更便捷' 特别是

从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大战之后!

很多人的手机都绑定了银行卡' 于

是乎!大家在看球时!更可能是在

与朋友聊天吃饭的时候!一提及足

球!兴致一来!他们就顺手买了彩

票' 大家不用再去体彩店打票!那

多么方便* 另外!通过这样的方式

买足彩! 大家看到的只是数字!几

块(几十块!他们买的时候!眼都不

眨!手指一点就出去了'

牛师长)上届南非世界杯足彩

的销售总量才
$"

亿! 就不奇怪为

何本届世界杯才开赛
%

天!全国的

足彩销量会冲破
&#

亿了' 看来刷

手机买足彩!已经成为现在最流行

的一种围观世界杯的玩法'

冷雨夜)确实如此!这几天!朋

友一见面! 你要谈论
'

罗
(

罗怎

么样( 梅东梅西拯救球队什么的!

估计就弱爆了' 人人都在分析输

赢' 那些自拍狂(心灵专家(代购

族(秀恩爱情侣们都纷纷开始不务

正业!在朋友圈跨界当起了球评家

和预言家' 大家看的是球!关心的

却是自己的+足球投资,!忙得不亦

乐乎'

牛师长)你又是为什么买足彩

的呢*

冷雨夜)因为有足彩!才让我

这个球迷变得更正宗' 自从开始买

足彩!我会执着地研究每一支球队

的战术打法!每一名队员的水平和

状态! 每一位教练的经历和理念'

因为要买彩票!我才对所有参赛的

球队进行更多的了解' 一般人都喜

欢看高水平热门队伍的比赛!但是

因为有了足彩!我才会关心那些相

对冷门的球队的比赛' 因为足球彩

票的大多数场次其实还是在那些

冷门球队之间进行' 现在买足彩已

经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开

始研究每支队伍的各类数据!关注

最新的战报! 分析最新的赔率!然

后看更多的技术分析!最后决定下

什么单' 可以说!因为有足球彩票!

我才会对足球更热爱'

牛师长) 本届世界杯冷门不

断! 尤其是到了小组赛最后一轮'

有人称!世界杯的背后!暗涌着无

数对于权力(名誉(金钱的角逐!暗

藏无数不计代价的欲望之手!也寄

托了无数球迷的非理性癫狂'

冷雨夜)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无论比赛的结果如何!只要赔率落

在某一个特定区间!博彩公司就稳

赚不赔' 这个特点区间就是博彩公

司的盈利区间' 博彩公司根本不需

要去建立复杂的模型预测比赛的

结果$ 一家博彩公司!你甚至可以

完全不知道
(

罗和梅西是谁'它所

要做的就是根据投注金额比例的

变化!适时调整赔率!保证押注双

方的投注金额比例落在盈利区间!

就能够稳赚不赔' 现在很多人买足

彩根本就不懂足球!只要分析赔率

走势!赢面也不小'

!"#$%

罗尼)现实就是这么残

酷' 足球比赛的胜负其实都取决于

金钱 !而不是球星 (教练 !甚至战

术' 有消息称!国际足联证实!已经

有赌博集团将黑手伸向了巴西世

界杯!安全专家已经确认了一些受

到操纵的队伍' 而且连国际足联安

保主席穆沙克都承认!世界杯小组

赛阶段的最后一轮比赛是最容易

被操控的!毕竟这些比赛对于某些

队伍而言已经无欲无求' 赌球集团

可以通过收买球员或者裁判来控

制比赛中的进球数!从而支配亚洲

盘口和地下赌球钱庄两个市场'

牛师长) 关于这届巴西世界

杯!很多人不是在看球!而是在赌

球了' 关注的已经不是竞技体育而

是各种球盘分析!不是在看大脚长

传而是在看自己的钞票传来传去'

对于这些人!我只想说)足彩有风

险!投注需谨慎$

我在天台等你！
不知不觉间!每天上班与朋友寒暄的方式竟然从+昨晚

看球了吗* ,到+昨晚赢球了吗* ,然后得到的都是这样的回

复!+大清早就骂人是不$ 没看到我车不开了! 表不带了!

)*++,

不背了*,+它们去哪儿了*,+卖了$,+咋了*,+输了$,

%%哥开法拉利拥私人飞机!一顿饭吃掉澳龙十八斤-俺手

机贴膜服务用心!街边撸串劣酒烧心%%一届世界杯!毁了

多少富帅奢靡亡国梦!庄家暗笑吃定你'

先来看一位网友跟帖!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十年赌

球两茫茫' 世界杯!摧人残' 三年存款三日完(何处话凄凉'

压注往届冠军也枉然!西班牙!英格兰!出人意料要还乡'上

天台!去河边'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还望球友莫相忘!临

死前!上个榜' ,

赌就一个字! 男人从来都用行动表示' 关于这届世界

杯!很多人不是在看球而是在赌球!关注的已经不是竞技体

育而是各种盘口分析!看到那些下了注的人!押宝错了就破

口大骂哪怕是自己喜欢的球队! 再也没有礼义廉耻和尊严

道德' 四年一次的足球盛宴被你们这些人搞得乌烟瘴气伤

风败俗!对于你们这些人!我只想说五个字!+今晚怎么买*,

+哥!阿根廷伊朗你怎么看* ,+不买
-

)

.

你对得起梅球

王*,+那投多少为妙*,+不投四位数你还配做阿根廷球迷*,

+哥!德国第一场就虐葡萄牙
&

)

.

!第二场买
"

)

.

加纳

不过分吧* ,+小子算你有前途' ,+买多少* ,+想致富!小打

小闹屁用途!

-..

起步!一夜变身高帅富' ,

这是我与朋友的对话实录'然后一大早!收到一条他这

样的短信!+你个死骗子足球狗注定今生没女友,+你就是加

肥加大码的贝利,+我当初是瞎了哪只狗眼相信你* ,+儿子

就要被迫断奶了!你不管* ,

臣妾真的做不到啊!这些比分!我付出了比巴神更多的

思考!但结果却是一场比一场离谱' 从世界杯开幕以来!球

迷大概分三种!一种在天台!一种在河边!还有一种在去天

台和河边的路上'看球虽易!赌球不易!且赌且珍惜!昨晚买

德国的同学!在楼顶请排好队!不要拥挤'

还有央视的语熙妹妹!万水千山总是情!求你放过阿根

廷' 大家都说了!+贝利的嘴!保罗的腿!刘语熙的着装最奇

诡' ,你就是不听!于是上半场的阿根廷!看得所有人没心

情'还好中场换件衣!梅球王补时才显灵'你可能不知道!有

多少人!在向下坠落的空中!通过大厦的玻璃!看到了电视

机里梅西进球的画面' 走在天台路上一张武侠势力图
带你看懂巴西世界杯

假如把世界杯看成一部畅销武
侠小说，会得到很有意思的结果。

例如刚刚出局的英格兰队，他
们很像是金庸小说中一个西北方
的门派———雪山剑派。

球队的两名代表人物中，前锋
鲁尼很像“风火神龙”封万里，随时
像是一团燃烧的烈火；中场杰拉德
则很像“气寒西北”白万剑，武术根
基扎实，为人稳重，一副青年领袖
的做派。

雪山剑派多次在白万剑的率
领下出征。他们仪表整洁、装备精
良，骄傲的白色战袍令人印象深
刻。但每次他们又都像中了魔咒般
铩羽而归，先输给谢烟客，再输给
黑白双剑，又输给石破天。

这一次世界杯，雪山剑派遭遇

了金乌拉圭派，简称金乌派，一个迷
恋用大刀猛砍的诡异门派。在小说
中，金乌派的武功和雪山派有些渊
源，正像弗兰、苏亚雷斯都在英超踢
过球，但又恰恰是雪山派的克星，连
名字都是那么相生相克。于是，骄傲
的雪山战士被太阳融化了。

另一支失败的强队是西班牙。
在一场惨烈的战役中，荷兰5：1大
胜西班牙，那种强大的震撼，像是
魔教十长老攻陷了华山。

西班牙的“五岳剑法”令人眼
花缭乱，但魔教十长老聪明地运用
了一句古老的兵法———“全天下的
武功里，唯有绝对的快速是难以击
破的”。

十长老之中，右边有“飞天神
魔”罗本，使用凶猛的雷震挡；前方
有“金猴神魔”范佩西，残忍而嗜
血；中间有“白猿神魔”斯内德，
是个冷静的指挥家；后方有“大
力神魔”因迪，手提大斧，热衷于
厮杀。

相比之下，五岳剑法显得复
杂而低效，例如一招“岱宗如
何”，学名叫“Tiki-Taka”，要计
算敌人的身材、武器长短、日照

角度之类才能进攻。不等他们埋头
算好，魔教十长老已打得他们溃不
成军。

意大利也是一个强大的门派，
其整体战术备受推崇。他们已经没
有绝顶高手了，就像全真教失去了
王重阳，但是不要忘了，他们还有
天罡北斗阵。

按照金庸的说法，北斗阵里
“天权”最为冲要，是连接斗柄和斗
魁的生命枢纽，由武功最强的皮尔
洛担当。当“天权”运转良好时，北
斗阵几乎是无敌的；可是“天权”一
旦被孤立，就像哥斯达黎加所做到
的那样，情况将令人担忧。

各大门派之中，压力最沉重的
是巴西队。本土作战的他们必须誓
死捍卫领土和尊严。

一个武艺超群但又放荡不羁
的22岁青年内马尔担负起了国家
之重———面对凶猛的敌军，巴西人
没有郭靖，只好把令狐冲逼上了襄
阳城。

内马尔是个典型的令狐冲式
的无行浪子，抛开私生活不谈，球
场上他也任性而随意，据说曾在一
场球里把同一个后卫反复连过了

三遍，以致别人要踢断他的腿。在
桑托斯队中还流传着他自己传中、
自己跑位抢点的骇人事迹。

人们担心，当令狐冲被众人簇
拥着登上襄阳城，面对漫天的黄
沙、冲天的号角、面目狰狞的敌军
时，他会像郭靖一样坚忍无畏吗？

巴西的对手之一是强大的阿
根廷。梅西是他们的代表。

他性格温和、外表平凡。尽管
有着超级的能力，他却在两届世界
杯上都表现平平，很像是金庸笔下
的质朴少年曾阿牛，明明潜力无
穷，却还远称不上是一个英雄和领
袖。

他并不缺强大的部下。他有迪
马利亚般的光明左使，有伊瓜因、
阿奎罗等护教法王和五行旗使。所
有人都焦急地问：他什么时候冲破
乾坤一气袋儿，变身成为天下无敌
的张无忌？

就像赫克托尔必须面对阿喀
琉斯，梅西也有一生的敌手———葡
萄牙的C罗。C罗高大英俊，出类
拔萃，但又性格桀骜，有强烈的自
尊心和好胜心，很像是金庸书中的
杨过。

由于首战噩梦般输给德国，人
们质疑C罗的队友表现低劣，对他
们进行了一轮疯狂的抹黑，把葡萄
牙队形容得像是“杨过＋西山一窟
鬼”。

事实上，C罗的队友绝不算太
差，并不是所谓的“学渣”。他们之
中很多人在五大联赛的豪门担当
主力，上赛季有着出色表现。他们
确实十分依赖和推崇杨过，但还不
至于沦落到“西山一窟鬼”的层次，
至少是无色禅师、人厨子、圣因师
太等的水平。

上述每个英雄都渴望有一届
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就像华山之于
王重阳、襄阳之于郭靖、光明顶之
于张无忌。他们知道，光有一身好
武功，却不赢下大舞台，是不能名
垂史册的，就像金庸不惜写下卷帙
浩繁的“郭靖世家”，却没有一部
“裘千仞列传”。

世界杯这部武侠小说，四年才
更新一次。我们没有办法催促作
者，也无法提前翻到最后一页看结
局。我们只能乖乖坐着，一章章读
着，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
下。 王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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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球迷说

C罗这一脚

一场原本毫无悬念的比赛，最后
变得悬念迭起，都是因为C罗这一脚。

这一脚传球之前，大家都在计算
着这一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德国队一
胜一平积4分，加纳队一平一负积1
分，如果美国队战胜了葡萄牙队，将两
战两胜积 6分，铁定小组出线，而葡
萄牙人则两战皆负铁定提前回家。

就因为C罗这一脚，让这一小组
的出线形势变得极其变幻莫测。如今，
美国队也一胜一平积4分，葡萄牙队
一平一负积1分。

于是，各种阴谋论很快出来了：
如果最后一场德国对阵美国，双

方谁赢都将出线，另一队伍将看形势：

如果德国人输给了美国人，葡萄牙和
加纳若想出线，即使赢了，还得看净胜
球能否胜过德国队；如果德国人赢了
美国人，同样，葡萄牙和加纳队不管谁
赢了，若想出线，也得看净胜球能否胜
过美国队；

如果德国和美国打平，那就更有意
思了，这两支队伍将携手出线，将完全
不受葡萄牙和加纳的比赛结果影响。

更要命的是，美国队的教练克林斯
曼是原德国队的主教练，如果他和德国
队的主帅勒夫握握手，来个平局如何？

葡萄牙迷、C罗迷们简直都不敢想了。
C罗这一脚，真是“激情”无限！

罗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