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球队 进球\失球 积分
飞鹰 4\4 6
高铁 4\2 6
绿野包装 2\4 0
国光 1\4 0

球队 进球\失球 积分
青啤之星 5\3 4
潘家 3\4 3
赛天科技 3\3 3
天山石化 3\4 1

球队 进球\失球 积分
立达纺织 6\2 3
狂刀 2\6 0
奔牛 0\0 0

球队 进球\失球 积分
远能电力 2\1 3
银河 5\5 1
绿都 5\5 1
凡高服饰 1\2 0

姓名 球队 进球
刘岩 绿野包装 13
蒋剑萌 潘家 13
李骏翔 青啤之星 12
曹亮 赛天科技 11
薛小华 潘家 7
林前程 青啤之星 7
高明 飞鹰 7
石宏威 天山石化 6
周强 高铁 6
龚建飞 潘家 5
胡定潮 赛天科技 5
鹿存明 天山石化 5

姓名 球队 进球
洑伶东 银河 8
顾鹏峰 远能电力 7
郭炎军 绿都 7
赵勇 远能电力 7
王广存 立达纺织 7
谢鹏 狂刀 5
于振虎 凡高服饰 5

A组积分榜

B组积分榜

“金地·格林郡”
5人制足球乙级联赛

甲级联赛射手榜

2014 !!!

!!

!!

!!

!!

!

!

"""

""

""

""

""

"

"

2014年6月25日 星期三
编辑：卜伟海 孟健 美编：陆西婷 史梦莹

总行地址：常州市和平中路 413号
网址：www.jnbank.cc 江南客服专线：96005

耀巴西星

内马尔2球巴西头名出线
西班牙3球完成告别演出

昨日凌晨，巴西世界杯小组
赛第三轮开战。巴西队 4：1狂胜
喀麦隆队，以净胜球优势压过墨
西哥，夺得小组头名，从而避开 B
组第一荷兰，16强淘汰赛将对阵
智利。内马尔上半时梅开二度，以
4球升至本届射手榜首位。荷兰
队则依靠两名替补的进球 2：0击
败智利队，以 B组第一身份昂首
晋级16强。

同日登场的还有早已确定出
局的卫冕冠军西班牙队。3：0击败
澳大利亚队，“无敌战舰”终于得以
带着一场胜利离开巴西，但辉煌了
6年的西班牙王朝已宣告终结。西
班牙只能为荣誉而战。第36分钟，
比利亚脚后跟进球打破场上僵局。
进球后的比利亚亲吻了球衣上的
队徽，毕竟本场是这位33岁的射手
最后一次代表“斗牛士”在大赛中
出场。下半场，托雷斯和替补登场
的马塔先后在门前推射入网，把比
分锁定在3：0。
“桑巴军团”迎来他们在世界

杯决赛阶段的第 100场比赛。第
17分钟，巴西队在喀麦隆半场就
地反抢，古斯塔沃将球传入禁区，
喀麦隆队的两名后卫防守松懈，没
有看住内马尔，让巴西“一哥”轻松
推射入网，巴西队取得领先。尽管
喀麦隆队在第26分钟用非常相似
的方式将比分扳平，但平局仅维持
了不到10分钟，内马尔便一脚抽
射帮助巴西队再次将比分超出，他
也凭借小组赛 4粒进球暂时领跑

射手榜。下半场，备受争议的“巴西
9号”弗雷德头球破门，取得本届杯
赛个人首粒进球。替补上场的费尔
南迪尼奥随后也攻门命中，巴西队
4：1大胜对手。

A组的另一场比赛中，墨西哥

队下半场末段开始发力，马克斯、
瓜尔达多和埃尔南德斯在 10分
钟内连入 3球，为墨西哥一举奠
定胜局。克罗地亚队仅在比赛最后
阶段由佩里希奇扳回一球，但也无
济于事。

小组赛3轮战罢，巴西和墨西
哥队均为2胜1平，凭借净胜球优
势，巴西队小组排名第一，将对阵
B组第二智利队。墨西哥队列第
二，16强之战将遭遇荷兰队。

荷兰与智利均提前一轮确保

出线，当日纯粹是为争夺小组头名
而战。在范佩西累积两张黄牌停赛
一场的情况下，“橙衣军团”凭借两
名替补球员的进球2：0击败对手，
以三战全胜的战绩昂首晋级。

! ! !

本报综合报道

碰智利
还不如碰荷兰
凭借内马尔的梅开二度，巴西

队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中 4：1大胜
喀麦隆，锁定A组第一。赛后，球队
主帅斯科拉里对巴西队后面的比赛
表示了信心，“球队目前感觉非常
好，巴西球迷对我们的支持和友善
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当然，我们还会
变得更好，尽管我们都知道智利是
支非常优秀的球队。”

在谈到八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智
利队时，斯科拉里表示，智利是支非
常强劲的对手，与他们相比，巴西宁
愿碰到的是荷兰，“智利是支很强的
对手，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宁愿
选择其他对手。南美的对手们总是
很强悍。”至于球队是否在下一场比
赛中变阵，斯科拉里表示一切皆有
可能，“调整球队需要循序渐进，当
然，我们的训练时间也会做出相应
的调整，以让我们能更好地适应淘
汰赛的时间。” 新体

荷兰与巴西
谁能走得更远？
荷兰 2比 0胜智利成

了B组头名，接下来的 16
进8打墨西哥，巴西4比1
胜喀麦隆成了A组头名，16
进8迎战智利。这两个老牌
强队，表现跟以往的印象有
些不同。

荷兰的范佩西停赛，范
加尔派上了库伊特，劳模库
伊特是个另类的前锋，另类
到英文中专门为他的踢法造
了一个词，叫“库伊特化”，大
意是说一个本来还像那么回
事儿的射手，变成了一个防守型前锋，被回追、拦截和铲球
占用了太多精力，以至于威胁不了对方的球门。其实只要给
库伊特机会，他的得分效率不低，而且罗本上了，罗本他依
旧是荷兰队最有威胁、最有创造力的球员，第40分钟，他
以一敌多，单骑闯关后射门稍稍偏出，这个球要是打进了，
堪比马拉多纳。

除了球员的个人能力，荷兰队这场轻松获胜，战术同样
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踢的太聪明、太成熟了，防守体系一
丝不苟，进攻很少投入大量兵力，倚重反击和罗本的个人能
力，防守的老道、韧劲和厚度，都令人怀疑是不是当年的意
大利队穿了橙色球衣，像第一场一样，那场比赛赢球靠防
守。以前荷兰只会压着别人踢。但现在，场面上看着不显山
不露水，但对手就是没什么机会。

这样打下去，淘汰赛阶段，无论谁遇到荷兰，都会很头
疼。荷兰如果进四强不是意外。积极主动的智利队勇气可
嘉，但是足球毕竟不是为了进攻而进攻的游戏，缺乏战术灵
活性和严重依赖奔跑能力，导致他们在赛会制的赛程中只
能越来越低迷。
巴西赢喀麦隆是大胜，但对手的失误帮了很大忙。上半

场巴西一度踢得很乱，中锋隐身，中场无序，进的前两个球，
第一个是中场被动的情况下，断球后反击，内马尔踢进，第
二个是喀麦隆后卫送礼，巴西后卫路易斯在后场长传，喀麦
隆的尼翁将球顶给了马塞洛，马塞洛顺势传给无人盯防、身
边有大片开阔地带的内马尔，内马尔不会错失这样的好机
会，突入禁区后破门得分。
喀麦隆队只要认真踢，巴西真的会很困难。前两场球桑

巴军团就暴露很多问题，例如前锋弗雷德和有后卫阿尔维
斯等人的状态，中场的控制和创造力也一般，3场比赛了，
改观不大。弗雷德可能是我见过的巴西队最差的9号，下半
场他进了一个球，是后点捡漏顶进空门，而且对手是喀麦
隆，他能兴奋成那个样子，想必自己承受了很大压力。不过，
巴西队还有内马尔，而且赛程非常有利，他们和荷兰，谁能
走得更远呢？

斯科拉里：

黄健翔

名人 球品

比利亚，
早到的告别

迟来的机会!早到的告别!西班牙国家队史上第一前锋

比利亚的世界杯谢幕战!在泪水和遗憾中画上了句号"

西班牙与澳大利亚比赛的第
!"

分钟!当看到第四官员

举起的换人牌上显示着#

"

号$时!

#$

岁的比利亚一脸不甘

地%缓缓地走向了场边!一路上!他都耷拉着脑袋!面对来自

裁判%对手以及队友的安慰!只是淡淡地给予了回应" 回到

替补席后!他双手抱头长坐不起!等再抬起头时!已是热泪

盈眶"

最后一次世界杯比赛!

!"

分钟! 对于比利亚来说实在

太少了"对阵澳大利亚队前!比利亚没有得到
%

分钟的上场

时间!在板凳上眼睁睁看着西班牙队提前出局"和已过而立

之年的他相比!主帅博斯克在锋线上更喜欢用迭戈&科斯塔

来打单前锋!替补的第一人选则是托雷斯!可两人却在球队

两连败的过程中颗粒无收! 而好不容易等来首发机会的比

利亚!只用了
#&

分钟就给斗牛士的锋线找回了面子'

当天的这记脚后跟弹射破门! 是比利亚为西班牙国家

队攻入的第
!'

球!这位(斗牛士军团$史上头号射手在进球

后难掩留恋之情!拉起球衣对着队徽连吻
"

次) (为国出战

是我从小的梦想!我热爱这支球队!我想为国家队一直踢到

!!

岁!但这不太可能了" $获得本场最佳球员的比利亚在赛

后新闻发布会上说"

踢到
!!

岁的确是不可能了!再参加世界杯也悬了!但

要说这是比利亚最后一次代表国家队!那还为时尚早" 当

话题扯到自己的进球纪录时!比利亚称希望未来能有更多

的年轻球员将其打破!可是!这个纪录就一定是
!'

球吗*

(我会先休息一阵子!然后看看身体情况!如果未来教练还

愿意征召我!我当然愿意继续国脚生涯) $比利亚显然不这

么认为) 王浩宇 林德韧

登陆常州体彩网 http://cz-lottery.cn注册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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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超级大乐透
奖池首破7亿元

倍投有望刷新巨奖纪录
周一晚，体彩超级大乐透

不仅送出1注1000万元头奖，
还将自身奖池累积至7.27亿元
高位，有史以来首破7亿大关！
巨奖纪录能否被刷新，答案今
晚揭晓。

周一晚开奖的第14072期
大乐透中出一等奖1注，落户浙
江省，单注奖金1000万元。据核
查，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5注
单式票，由浙江台州60036投注
站售出，其中1注击中头奖。可
惜中奖者未采用追加投注方式，
憾失600万元的追加奖金。

进入6月以来，体彩超级
大乐透头奖期期不间断，已连续
10期送出头奖共计21注，奖金
全部达到或超过千万！彰显出大
乐透超凡的造奖实力，同时也给
予喜爱大乐透的彩民朋友一份
丰厚的大礼！

大乐透第14072期的中奖号
码为：前区“17、19、22、24、30”；
后区“02、09”。前区大号占绝对
优势，最小号码为“17”，其中
“22”为上期重号，当期号码以温
热码为主，最冷的是间隔11期开
出的“30”，目前前区最冷号码仍

为“13”，间隔长达49期，“06”则
以25期的遗漏值排在第二；后区
开出一小一大双奇组合，目前后
区最冷号码为“10”，遗漏11期。

同期二等奖奖金同样丰厚，
共中出27注，每注奖金33.19
万多元，其中 4注追
加，每注可多拿 19.91
万多元，令追加二等奖
总奖金达到 53.1万多
元；三等奖中出 430
注，每注奖金 7578元，
其中118注追加，每注
可多拿4546元，令追

加三等奖总奖金达到1.21万多
元。

当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
从上期的 6.96亿多元上涨至
7.27亿多元，升幅超过3000万
元，一举突破7亿元大关，再次
创造历史。从5月17日大乐透
第 14056期奖池突破 5亿元，
到6月9日第14066期突破 6
亿元，再到6月23日第 14072
期突破7亿元，大乐透奖池近
一个多月势如破竹屡刷新高，完
成了三次飞跃。带给彩民们一次
次惊喜的不仅仅是大乐透奖池
的累积，还有6月以来的期期
不间断的送奖，且头奖均达到或
超过千万！接下来，大乐透给我
们带来的惊喜是奖池冲关8亿
元，还是爆出亿元巨奖泄洪？我
们且拭目以待。 苏环

6月24日战况

巴 西 4：1 喀麦隆
墨西哥 3：1 克罗地亚
荷 兰 2：0 智利
西班牙 3：0 澳大利亚

淘汰赛再送7辆smart
竞彩世界杯掀高潮

世界杯小组赛即将鸣金收兵，江
苏体彩在此期间推出的“看世界杯玩
竞彩，奔驰 smart天天送”活动，让
球迷和彩友在看球之余，多了一份参
与竞猜的激情。淘汰赛期间，江苏体
彩将继续倾情回馈，再送 7辆奔驰
smart。

活动参与方式依然非常简单，6
月 27日至 7月 14日，凡年满 18周
岁，在江苏省内体彩旗舰店，每购买
1张单票金额满 50元的竞彩彩票，
即可获得 1个抽奖机会。本次加送
的 7辆奔驰 smart汽车将结合世界
杯淘汰赛的赛程，分三个阶段送出：
1/8决赛阶段（6月 27日至 7月 2
日），送出 2辆 smart；1/4决赛阶段
（7月 3日至 7月 6日），送出 2辆
smart；半决赛、决赛阶段（7月 7日
至7月14日），送出3辆smart。此
外，淘汰赛阶段，每送出1辆smart，
将同步送出 50辆折叠变速自行车，
共计 350辆。具体活动规则详见江
苏体彩网。

巴西世界杯，竞彩已成为陪伴球
迷们欢度看球时光的最美味“甜点”，
而体彩旗舰店也成为了享用世界杯

饕餮大餐的最佳场所。淘汰赛阶段，竞
彩继续开售所有赛事，猜胜平负、猜比
分，每场比赛都精彩无限；猜冠军、猜
冠亚军难度降低，竞猜投注正当时；单
关、混串，怎么猜您说了算。世界杯淘
汰赛本就风云莫测、看点十足，再加上
7辆奔驰smart和350辆自行车助阵，
相信球迷、彩友们看球竞猜将会更加尽
兴。 小寒

全力争胜求晋级
巴西世界杯E组最后一轮瑞士迎战洪都拉斯

队的比赛将于明日在马瑙斯的亚马逊球场打响，
面对两连败的洪都拉斯队，上轮遭遇惨败的瑞士
队将全力争胜。

作为本组的种子球队，瑞士队首场比赛补时
阶段绝杀厄瓜多尔，占得先机。但不想第二场小
组赛2：5惨败给法国队，不仅士气受挫，过多的
失球也导致末轮比赛前因净胜球劣势位列小组
第三。

小组赛最后一轮，瑞士队实力明显在洪都拉
斯之上。不出意外，瑞士队将击败对手。而两战两
捷、且拥有6个净胜球资本的“高卢雄鸡”按理应
该可以在对阵厄瓜多尔时高奏凯歌。法、瑞联手
晋级是E组最合理的场景。

以零分小组垫底的洪都拉斯队虽然基本上
失去了世界杯小组出线的可能，但主教练苏亚雷
斯此前已表示，只要有可能他和球员们就不会轻
言放弃。

展望瑞士队与洪都拉斯队一战，球队攻击
线表现将至关重要。队中明星球员、来自德甲
拜仁慕尼黑的沙奇里前两场表现稳定但尚未
收获进球。尽管穆罕默迪和塞费罗维奇两位
“90后”前锋都在世界杯赛场品尝了进球滋
味，但上一场惨败法国队不知是否让小将们
“很受伤”。 !

! !

刘隆 姬烨

瑞士VS洪都拉斯

“金地·格林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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