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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是“真神”？
今日，我们一起见证！

牛师长!"黑马#哥斯达黎加两

战全胜$ 成功搅局获得了一个
!"

强席位$%三狮军团&的提前出局准

备回家$ 为了剩下的一个出线名

额$意大利和乌拉圭这两支%蓝衣

军团&必会进行一场生死较量' 这

场对决是
!"

日凌晨的最焦点战

役$也是巴神"神经刀&与苏神"利

刃&的终极对决'谁才是"真神&(赛

前$在大家乐此不疲地争论赛果的

同时$我们一起做次大胆尝试' 因

为我们的讨论先于比赛$见报却迟

于比赛$所以这次预测讨论$也将

见证你们二位$谁才是最%神&的球

迷'

!"#$%&%'

!乌拉圭凶多吉少$个

人比较看好意大利' 比赛会很胶

着$也会很惨烈$双方都势均力敌'

我预测的结果是
!

比
#

$或
#

比
$

$

意大利昂首出线)

!

上弦月
!

! 我支持乌拉圭'

虽然$现在的意大利队改变了以往

在中场堆砌技术球员*依靠链式防

守进行快速反击的战术$但更多还

是围绕皮尔洛在中场进行防守及

进攻组织' 只要把皮尔洛扼制$意

大利就被扼制了一半' 尤其是在对

阵哥斯达黎加的比赛中$意大利队

更多通过中场直传$打对方后卫身

后的空当$缺少边路突破$无法利

用场地宽度调动对手' 就是说$仅

靠皮尔洛的长传$如果前锋机会把

握不好$进攻就浪费了' 上届南非

世界杯$ 就是因为前锋把握能力

差$意大利连小组都没出线' 这次

指望%巴神&还是不靠谱的$因为他

的世界谁都不懂'

!"($%&%'

!这场生死对决$打平

即可出线的意大利$更适合它惯常

的防守反击打法' 但同样精于此道

的乌拉圭$只能胜$就无法消极应

战$必须拉出来踢$因而不得已将

丢掉自己的强项' 因此$从战术来

讲$乌拉圭很凶险'

!

上弦月
!

!乌拉圭有苏亚雷

斯和卡瓦尼这两个超级前锋$如果

他们凭借个人能力$上半场抢先进

球$ 乌拉圭的形势就相对明朗了'

就看意大利的基耶利尼能不能防

死苏亚雷斯和卡瓦尼' 但是$如果

意大利能把平局拖到下半场$乌拉

圭的前景就堪忧了'

!"($%&%'

!%苏神& 上一场的爆

发$给意大利提了个醒$必须防死

他 ' 据说意大利主教练将排出

%

"%!

&或%

%"!

&的阵型$为的就是盯

死他$将乌拉圭的进球扼杀在萌芽

状态' 令人高兴的消息是在休战了

两场比赛之后$德西利奥也终于可

能复出$这也可以让意大利的左边

路能更具攻击性'

!

上弦月
!

!我以为$意大利

的阵型还是%

"&#

&$靠防反战术$全

指望着%巴神&的突袭进攻' 乌拉

圭不是只有%苏神&$还有卡瓦尼'

对乌拉圭来说$好消息是队内%苏

神&已伤愈复出$并且延续了在英

超联赛中的火热状态$在对阵英格

兰时独中两元$ 帮助球队取得胜

利'而锋线杀手卡瓦尼年少就成名

于意甲联赛 $对 %意式防守 &可谓

再熟悉不过' 论个人能力$卡瓦尼

也是不亚于%苏神&的%半神&' 一

旦 %苏神 &被重点盯防 $卡瓦尼就

能获得机会'

!"($%&%'

! 意大利也有取胜的

心理优势' 一年前的联合会杯$意

大利经受了高温*高原等诸多不利

的客观因素$ 与乌拉圭
!

比
!

打

平$并在最后的点球大战中胜了对

方' 而且这轮生死对决$意大利队

打平即可出线$乌拉圭队必须取胜

方能晋级$因而前者在心理上占据

一定优势'

!

上弦月
!

! 联合会杯与世界

杯不能相提并论$ 球员的积极性与

战斗激情也不能同日而语' 联合会

杯中$ 卡瓦尼在比赛中梅开二度为

乌拉圭队打进
!

球$ 而为意大利队

取得进球的阿斯托里和迪亚曼蒂均

没有入选此次世界杯的大名单'

!"($%&%'

!据说$比赛当地 $可

能有雨垂青$ 这将大大削弱乌拉圭

半个主场的优势'而且$这细雨将会

浇醒经常思考人生的 %巴神&' %巴

神&会明悟$不进球*不赢得出线权$

想平白无故获得香吻$ 是万万不可

能的'神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同

样$ 所谓球队的神$也

是从球队蜕变来的' 我

支持的是有 %巴神&的

意大利队' 它会让%苏

神&见识一下什么是牢

不可破的盾' 同时$%巴

神&将让乌拉圭领教什

么才是%真神&'

!

上弦月
!

!乌拉

圭队士气爆棚$斗志昂扬$即使没

有南美潮热气候的先天优势$乌拉

圭也有在南美大陆两次夺取世界

杯的奇迹' 他们才是这里的霸主'

同时$火线复出的%苏神&已经用两

粒进球告诉全世界$他才是最好的

前锋'

牛师长!好吧) 当大家看到这

些文字的时候$意大利与乌拉圭的

%争神之战&已有结局' 那上面的二

位$谁才是%真神&呢(

瓦妮莎热浪
墨西哥美女主播红爆网络

足球和美女，总是牵扯不断的话题。
巴西队与墨西哥队的一场闷平已经过去
几天了，但报道这场比赛的墨西哥
Televisa电视台女主播瓦妮莎·胡本柯
腾，在球场报道比赛的照片却仍在社交
网络疯传。据悉，不仅是墨西哥的几家电
视台，巴西、哥伦比亚等国都竞相为世界
杯派出了性感女主播，成为球场外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

曾采访过北京奥运会
现年 29岁的瓦妮莎·胡本柯腾出

生于墨西哥，大学学习国际关系，辅修新
闻学，身高171cm的她能说西班牙语、
德语、英语、法语四种语言。2007年，瓦
妮莎被评为墨西哥城小姐，她的美貌立
即吸引了墨西哥 Televisa电视台的注
意，不久便受邀加入主持体育节目。
2008年，电视台还曾派她到中国报道北
京奥运会，一度谋杀不少菲林。

2009年是瓦妮莎名声大噪的一年，
她在节目中与另一主播打赌———如果亚
利桑那红雀队在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决
赛中打败费城老鹰队，她就必须身着比基
尼主持节目。最终瓦妮莎输了，她泳装上
镜，轰动一时。从那时起，墨西哥乃至全世
界的观众都见识了她的完美身材。

在进入电视台前，瓦妮莎就是模特，
常为时尚杂志拍摄大片。今年6月她还
为《GQ》杂志美洲版拍摄了封面，性感火
辣。

美女主播人气超高，
引《天下足球》“效仿”
瓦妮莎在本届世界杯巴西队与墨西

哥队的小组赛前身穿墨西哥队球衣出
镜，随后这张照片在网络疯转。目前，她
的instagram人气已达16万，而在“脸
谱”上粉丝更早早突破了28万。她的一
颦一笑总能引起粉丝不小的骚动，随手
一张自拍照也能轻松拿下上万的转发
量，人气之高可见一斑。

在中国，瓦妮莎同样受追捧。央视
《足球之夜》记者王涛在新浪微博上爆
料：“墨西哥女主播瓦妮莎火了！圣保罗
揭幕战前一天巴西队热身，搭档白皓天
在下面拍摄，我离瓦妮莎不远，她出镜简
短，侍候的人不少，摄像拍完报头拍照
片，绝对大牌。她打扮时尚，身材顶尖，处
处瞩目。一外国男记者看到她走过，跟我
们比划要流鼻血，差距啊！”

足球和美女，总是牵扯不断的话题。
连央视《足球之夜》都“羡慕”不已，希望
也能找到一位吸引观众眼球的主播，新
浪认证微博CCTV5天下足球发布“招
聘启事”：“#帮段暄找天足女搭档 #标
准已经确定，欢迎各路美女自我推荐。”
央视世界杯《豪门盛宴》的美女主播王梁
无奈地回复说：“我还需要找到差距继续
努力，关键是要去现场。”

在南美，美女主播数不胜数
除了瓦妮莎，另一名墨西哥美女记

者伊涅斯·桑斯也人气颇高。桑斯专访过
梅西、C罗、内马尔等球星，电视台专门
给她做了这一系列专访的宣传片。但桑

斯并不独爱足球运动员，她曾大胆示爱
詹姆斯，“嫁人就嫁像NBA球星詹姆斯
那样的男人，如果詹姆斯不嫌弃我35岁
的话，那我就跟定他了。”

墨西哥女主播火了，盛产美女的哥
伦比亚也不示弱。长相甜美、身材性感的
哥伦比亚女记者布伊特拉戈也是赛场外
的明星，引得不少球迷争相合影。东道主
巴西也是美女记者的高产国，据悉在巴
西想成为一名女主播或记者，漂亮的脸
蛋和惹火的身材必不可少。24岁的里约
电视台美女记者梅丽莎的梦想曾是“成
为像吉赛尔·邦辰（巴西超模）一样的模
特”，进入电视台后，她说：“多亏我够漂
亮，才得到了这份工作。”

梅西送球衣被指是骗局
真相其实是团队炒作把戏

梅西在与波黑战前无视一名小球迷的握手要求，遭到
了广泛批评。随后梅西找到了球童，并送给他有自己签名的
球衣。但球童的父亲爆料，称这是梅西团队的把戏。

阿根廷对阵波黑之前，一位球童伸手希望和梅西击掌，
被后者无视。这段视频在网站上被疯狂传播，梅西也受到了
质疑，对此梅西很不高兴：“我怎么会拒绝孩子的握手要求？
当时我太关注比赛了，没注意到他而已。”得知此事的梅西
事后特地找到了球童，送给他一件球衣，并与他合影。但事
情随后发生了180度转弯，该球童的父亲叶斯卡斯表示：
“照片里的孩子不是我儿子，他没有收到任何球衣。我希望
媒体尊重事实，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发布消息的人，他们不
应该炮制一个骗局。”

针对这种说法，梅西的团队并没有回应，网友找到了图
片对比，证实两个孩子的确不是同一个人。

当温网遭遇世界杯
温网遭遇世界杯$ 网球

'(

足球$ 真是有人欢喜有人

忧' 都是历史悠久的赛事$都是奖金丰厚$冠军也都需要七

战功成$可是为啥温网在世界杯面前就矮了三分(

或许这就是世界第一运动的魅力' 足球既出$ 谁与争

锋'

除了温网$很多体育比赛和事件在世界杯面前$都放低

了身段'

)*+

总决赛知趣地早早打烊了$中国队同马其顿

的热身赛%抢头条&也未果$即将到来的环法自行车比赛估

计也好不到哪里$还有老车王舒马赫的苏醒$也好像成了断

头新闻'

不管喜欢不喜欢$温网的大牌球员在新闻发布会大都会

被问到有关世界杯的问题$这其中有人开心$有人激动$也有

人释然' 足球和世界杯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所有相干和

不相干的人网在中间'按男单卫冕冠军默里的话来讲$%更衣

室里人人都在谈论世界杯$除了那几个西班牙小伙子&'

当然$英格兰队也提早出局了$但这对于默里和所有英

国人而言$ 也不是什么非常意外的事情$ 毕竟英格兰身处

%死亡之组&' 组委会或许还会暗地里偷着乐+++本土球迷

们的视线终于可以重归全英俱乐部了'

默里的心思肯定会随之发生变化' 此前$默里曾笑言!

"这让我在晚上有事可干$同时$我不用老是去听人们议论

我在温网的表现了'&可是$英格兰队早早遭淘汰$让媒体的

焦点再次集中到苏格兰天才身上$毕竟他是
,$

多年来第一

位获得温网男单冠军的英国本土选手'卫冕的重压$或许让

默里希望英格兰队仍可以继续世界杯之旅'

这就是足球$无论关心还是不关心$它就在那儿'

谈到世界杯$中国网球"一姐&李娜"语出惊人&地说!

"我支持中国队) &让遍体鳞伤的国字号球队再次"躺枪&'

不过$李娜的教练卡洛斯是阿根廷人$本届世界杯一直

非常关注阿根廷队的比赛$而老公姜山也是铁杆球迷'在一

次新闻发布会上$李娜打趣说$他们恨不得每天的训练和比

赛早点结束$好让他们回酒店踏踏实实看球'

会不会影响温网( 李娜回答很得体$比赛就是比赛$可

是到了场下$"人人都需要自由支配的时间&'

在每
&

年的这个夏季,南半球的冬季-$足球热潮滚滚而

来' 无论你多么讨厌这项运动$无论你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如

何热爱$你都不得不承认这项世界第一运动的威力和影响'

在温网首日的比赛中 $一向人潮汹涌 *一票难求的

中央球场只坐满了七成观众$而接下来英格兰足球队还

有同哥斯达黎加队的荣誉之战$全英俱乐部的上座率还

将继续下降'

都说网球是一项高雅运动$而足球更草根' 在温网$男

单不叫男单$叫%绅士单打&$女单叫%淑女单打&$此外还有

球员要向女王行屈膝礼*比赛球衣只能穿白色等繁文缛节$

而在足球赛场上$少林小子铁头功$随地吐痰脱衣服$总有

种不上档次的感觉$但是在此时此刻$你就是喜欢足球$这

项看上去有些%野蛮&的运动'

毕竟$老百姓喜欢的$才是有生命力的'世界杯面前$其

余请绕行' 王集旻 尚栩

伊朗队员“恨”死梅西
5000美元只差210秒就到手

0比1惜败阿根廷队，伊朗队肯定
失望透了。因为在赛前，伊朗足协为了刺
激队员，公开表示，如果能够战平阿根廷
队，那就奖励给每人5000美元。伊朗队
的队员距离这5000美元只差210秒。

伊朗队对阵阿根廷队，这本是一场
没有悬念的比赛。赛前伊朗主教练就公
开示弱，要想赢阿根廷队，除非国际足联

让他们同时派14名队员上场。而阿根
廷队在世界杯上对阵亚洲球队时还从来
没有失手过。

阿根廷队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
门，为了让队员更有拼劲，伊朗足协发话
了：如果能够逼平阿根廷队，那就给每名
队员奖励5000美元。而在小组赛第一
场比赛时，伊朗队战平尼日利亚队，每人

拿到了3000美元。
也许是受到了奖金的刺激，伊朗队

的队员个个都面露狰狞，一副誓要与阿
根廷队一拼到底的架势。

比赛进入尾声，场边的第四官员已
经举起补时的牌子，时间为4分钟。比
赛进入到90分30秒，梅西在禁区外突
发冷箭，这记世界波在拯救阿根廷队的
同时也令伊朗队失望无比，许多队员都
跪倒在地。

伊朗队坚持了90分30秒，但却在
最后时刻输给了梅西，这个矮个子让他
们整场比赛的努力都化为乌有。距离这
5000美元，伊朗队仅差2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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