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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牛师长侃球

侃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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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解说员，
你看球静音吗？

牛师长!意大利与乌拉圭的生

死较量中"你最痛恨的是什么# 是

$巴神%上演的$梦游记%"还是$苏

神%转型$爆牙苏%# 且不提这两位

大神"我最反感的却是这场比赛的

解说员& 这位建宏大师不止嘲讽

$巴神%拼抢时不够男人"更是在开

场就预言这是皮尔洛世界杯的最

后一场比赛& 整场听着这位大师絮

絮叨叨的声音"让本就沉闷的比赛

更加无趣& 你们怎么看足球解说

员# 有喜欢的解说员吗#

!"#$%&'(

! 这个大师是不是把

与黄健翔的恩怨都发泄在这场比

赛的解说上了# 从一开场就开始带

有个人情绪地黑意大利"说什么日

韩世界杯的冠军"南非世界杯小组

出线不了"在南美是不是小组也不

能出线& 特别是在比赛到了
!"

分

钟的时候"他居然说意大利已经没

有机会了"该回家了& 当时真希望

意大利进一个球&

陈阳光! 这个大师不提也罢&

我以前喜欢黄健翔& 不过激的黄健

翔"懂球'激情"对足球历史'发展

及各类打法和大部分球员都如数

家珍& 他该叫就叫"该解释专业知

识就普及知识& 段暄基本继承了黄

健翔的风格& 现在越来越喜欢贺

炜"他知识面丰富"语言文字清新&

!")$%&'(

!黄健翔在
#$$%

年世

界杯意大利与澳大利亚一役的最

后时刻"那三分钟激情澎湃的迸发

式解说一举震惊天下& 有人说"自

黄健翔赴英国转播欧洲足球锦标

赛后"中国电视体育解说的新时代

就开始了& 确实"黄健翔时代也恰

恰是央视体育频道的黄金时代& 可

是"现在的他离开了体育界"已经

成了娱乐界的明星&

牛师长! 我反而觉得娱乐球迷

是第一位的&尤其喜欢韩乔生老师&

一边看球"一边听他如珠妙语"我们

都不用花钱去听郭德纲的相声了&

我有一朋友说" 他以前对足球不感

兴趣&一次看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

别的没记住"他就韩乔生这$巴乔在

前有追兵"后有堵截的情况下"带球

进入了对方的禁区%一句"惹得他兴

奋了一宿&他从此爱上了足球"成了

球迷"更成了$韩丝%&

!"*$%&+(

! 韩老师可以说是这

苦大仇深的中国足球解说界的一

朵奇葩"也是解说界真正的幽默大

师& 记得他的最经典的一段"$

&

号

球员夏普分球"传给
'

号队员"

'

号

队员也叫夏普" 他们可能是兄弟&

在足坛活跃着很多兄弟"比如荷兰

的德波尔兄弟" 爱尔兰的基恩兄

弟& 好球"这个球传给
($

号传得非

常好&咦"

)$

号怎么也叫夏普&可能

是这样的"外国球员印在球衣上的

只是姓"这些球员都姓夏普"就像

韩国有很多球员都姓朴& 漂亮"

)$

号连过两名队员" 破门得分"

))

号

上前祝贺"

))

号是夏普#对不起"观

众朋友"夏普是印在球衣上赞助商

的名字& %

牛师长!你们对那些不靠谱的

解说员有什么建议吗#

陈阳光!强烈建议他们保持基

本的客观性& 解说比赛"是你的工

作"不是消遣也不是特权"更不是

在自家院子里喝酒吹牛&嘉宾可以

偏向一方"但解说员一定要站在第

三方的立场上"尽量保持对比赛双

方的基本公平&无论是豪门还是贫

民球队"只要踢得优雅'技战术水

平高' 精神力强大就应该夸奖"反

之就应该批评&千万不要认为偏袒

某支队伍会讨好球迷"球迷不需要

你讨好"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足够

赢得球迷的尊重了&

!"#,%&'(

!不懂的话少找理由&

什么肌肉很紧'什么草坪湿滑'什么

心理压力大& 这次建宏大师居然说

$巴神%需要心理医生陪伴& 出于职

业道德"不确定的事情"解说员不要

盲目肯定或否定裁判" 更不要替他

解释"让球迷自己判断功过是非&否

则"你自己的主观臆测将导致对$评

价责任% 的大包大揽" 对了没人夸

你"错了将十分影响你的权威性&

陈阳光!我觉得解说员还要学

会适当沉默& 有些时候"解说员不

说话比说话更有效果& 例如"令人

窒息的补时" 快速的攻防转换"点

球前的死寂"现场球迷的惊呼声等

等& 让球迷们更好地感受现场气

氛"喜欢上足球比赛才是解说员工

作的最终目标& 不要为了说而说"

言多必出错"不出错也成了话痨&

!"*,%&'(

! 解说员最不应该总

结"更不要预测& 足球解说员可以

评价"如对球员某一次对球的处理

进行夸奖或批评"但不要试图总结

这个球员' 球队在今天的表现"更

不要借此预测比赛结果&

陈阳光! 解说员的激情可以

有"他需要让球迷在感受比赛带来

快乐的同时"感受人生一些另类的

境界或者感悟&

牛师长!这个要求似乎有点高

了& 我们且不期望他们是否能够提

供更好' 更专业的解

说"只是衷心地希望"

他们是对我们观看比

赛的奖励而不是惩

罚" 不做 $噪音制造

者%'$伴音终结者 %&

否则" 我们只有在看

球时选择静音&

牙印是PS的，没那么严重
乌足协举证帮苏神脱罪———

2014年巴西世界杯已经结束了第
13比赛日的争夺。在死亡之组D组的最
后一轮比赛中，最大新闻并非意大利追
随英格兰一道提前回家，而是苏亚雷斯
又咬人了！对于外界针对头号前锋铺天
盖地的口诛笔伐，乌拉圭足协坐不住了，
他们将向国际足联提供一个重要证据：
有人故意在基耶利尼肩膀被咬处 PS上
了苏亚雷斯的牙印，此举的意图非常明
显，那就是要做掉乌拉圭头号前锋！

在乌拉圭1：0击败意大利的比赛结
束之后，全世界媒体都将关注的焦点选

定在了“苏亚雷斯怒咬基耶利尼”这一事
件上，美国《华盛顿邮报》、英国《每日邮
报》甚至公开表示，如果国际足联认定苏
亚雷斯的行为果真属于“恶意侵犯对方球
员”，那么他将有可能遭到全球停赛2年
的顶格处罚！

对于如暴风骤雨般扑面而来的质疑、
指责甚至是谩骂，乌拉圭足协决定站出来
保护队中的头号球星。根据西班牙《每日
体育报》的最新报道，乌拉圭足协准备呈
交给国际足联一项重要的证据：有人用作
图软件Photoshop修改了基耶利尼的肩

膀被咬处，故意在那一区域加上了几个
牙印儿！不要小看了这次PS的效果，那
几个牙印儿被添上去之后，整个照片显
得比实际情况要惊悚许多。
《每日体育报》分析指出，乌拉圭足

协将尽全力保卫苏亚雷斯，当然该国这
么做的最终目的，肯定不是想帮助苏神
彻底“脱罪”，因为电视画面已经足够说
明这个问题的性质；乌拉圭足协此次提
交有力证据的目的，是为了尽量降低苏
亚雷斯咬人事件的危害程度，以便尽可
能缩短其被停赛的时间。

我猜人身上的都能吃
霍利菲尔德调侃苏牙咬人———

作为前世界杯著名职业拳击手，霍利
菲尔德多次获得过世界重量级拳王称号。
1997年6月28日，这是一个让霍

利菲尔德铭记一生的日子。在美国的拉斯
韦加斯举行的霍利菲尔德与泰森的世界
拳击协会(WBA)重量级拳王争霸战上，
泰森在第三回合缠战过程中稍处下风，情
急之下将霍利菲尔德一只耳朵咬出了血。
比赛因此一度中断。双方再战，泰森又一
次咬了霍利菲尔德耳朵，最终被裁判取消
比赛资格。霍利菲尔德在付出了被咬掉一
块耳朵的代价后卫冕成功。

此后，这次“咬耳朵事件”也成为
职业拳坛的经典事件，作为一个笑谈被
拳迷津津乐道。在这场比赛之后，霍利
菲尔德一度拒绝再与泰森进行拳击比
赛。看来，咬人的确能够给人的心理上

蒙上一层阴影。
2014巴西世界杯吸引了众多人的

目光，老拳王霍利菲尔德也不例外，他
不仅通过个人推特表示自己正在观看
世界杯比赛，而且，当苏亚雷斯在意大
利队和乌拉圭队比赛中出现咬人事件
之后，他对这件事情也进行了关注，在
转发了一条某记者撰写的推特“如果苏
亚雷斯和霍利菲尔德一起外出的话，其
中的一个人说我们去找点吃的吧，请离
他们远远的。”

之后，霍利菲尔德在个人推特上写
道：“我猜人的身体上任何部分都是可
以吃的。”调侃意味明显。看来，霍利菲
尔德对咬人深有体会，而苏亚雷斯再度
出现咬人事件，也许会勾起霍利菲尔德
17年前的不堪回忆。

懦夫!那是你的旧伤
乌队长怒喷基耶利尼———

在意大利与乌拉圭的生死战中，出现
了苏亚雷斯咬基耶利尼肩膀的事情，意大
利人还向电视媒体展示了自己的伤痕。事
件发生后，全世界都将舆论的矛头对准了
利物浦前锋，但卢加诺却并不这么认为，作
为苏亚雷斯多年的国家队队友，这位西布
朗维奇后卫表示基耶利尼用自己肩部的旧
伤疤欺骗了全世界，他是一个十足的懦夫。
“你们确定看到咬人的过程了吗？我

目睹了事情发生的全程，并没有出现你
们所说的一切。”卢加诺对记者的言论提
出了质疑，“我在比赛前就见过基耶利尼
的这块伤痕，是在一张图片中，他在用自
己的旧伤疤骗取全世界的信任，如果你
相信他的话，那你真是太蠢了。”
“他哭着离开球场，我很难想象这样

的情景会发生在一名意大利球员身上。作
为个男人，他让我彻底失望。”卢加诺说。

西班牙回国班机遭雷劈
霉到家

什么叫雪上加霜、霉到柱？西班牙队可以告诉你。作为
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卫冕冠军连输两场，提前一轮断了
小组出线的念想，尽管最后一战3:0完胜澳大利亚，但这
支豪门球队的霉运还没完。

据报道，西班牙队在回家的路上也遭遇了麻烦，他们
24日一早飞回马德里的飞机在空中遭遇雷电，球员和教练
员都被吓出一身冷汗。

报道说，西班牙当地时间中午12时，国家队乘坐的伊
比利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马德里机场降落时，遭遇了一道
闪电。

当时闪电击中了飞机的右侧，机内人员能够听到爆炸
声。闪电让乘客们反应巨大，机长迅速安慰大家。不过闪电
并未对飞行造成影响，所有机上乘客都安全抵达马德里机
场。飞机上载有西班牙国家队20名参加世界杯的成员，但
迭戈·科斯塔、法布雷加斯和皮克选择了留在巴西度假。

西班牙队过早被淘汰让队员们受到较大心理打击，在
最后一场小组赛以3:0击败澳大利亚队后不愿接受任何
采访；在抵达马德里后，他们选择了从边门离开，避免在出
口碰到前来迎接他们的200多名球迷。

刘语熙为意大利哭泣
黑乌拉圭未果

一哭蓝衣今不醒，断却美人情长梦。随着意大利的悲情
出局，身穿乌拉圭球衣的美女解说刘语熙再也忍不住悲伤，
凌晨里，演播台上，她潸然泪下，初尝足球带来的悲伤。

都说刘语熙是反向黑暗预测大师———穿谁球衣谁输。
但“乌贼刘”今晚却是帮了倒忙，先是意大利马尔基西奥被
红牌罚下，其后苏亚雷斯的再次开口咬人的恶习被主裁无
视，当转播镜头久久不放过巴洛特利茫然的眼神时，谁还会
去计较他是在思考自己的人生还是意大利足球的未来？语
熙说：“我买了一本世界杯豪门的期刊，但遗憾的是还没看
到意大利，他就出局了。”张路老师讲：“没事，足球就是这
样，失败了我们再来。”的确是这样，足球可以充实人生，但
并不高于生活。当我们守望着电视，悔恨意大利没能在最后
时刻创造奇迹时，不妨灌一口啤酒，在半醉半醒中，用健康
的方式去追忆我们脑海中的一个个蓝影……

美女刘语熙讲，苏神咬人恶习再次重演令她耿耿于怀，
但我们相信，意大利之泪不会白流。虽然皮尔洛依然老去，
但维拉蒂在本场比赛中的优异发挥让我们看到了意大利未
来中场的希望，要坚信，走上艺术流路线的意大利，未来肯
定会很美好。

俩球迷赌中“苏牙咬人”
净赚175倍

乌拉圭1：0淘汰意大利晋级世界杯16强。赛中苏亚
雷斯上演“咬人”一幕，成为最热话题。虽说苏神曾有“前
科”，但是这样的场景还是让人看得目瞪口呆。但更神奇的
是，挪威有俩球迷在赛前就看准了这一幕的上演。他俩事前
在当地博彩公司各买了“苏亚雷斯咬人1赔175”的选项，
结果真的“一口赚翻”！

神网友赌“苏牙咬人”遭嘲笑
24岁的理查德自称是一位英格兰球迷。平时酷爱英超

的他，对苏亚雷斯了解颇深，对苏神之前的“咬人事件”自然
也是心知肚明。世界杯火热进行，英格兰国家队却早早出
局。但意大利与乌拉圭的生死战，还是看点颇多。理查德闲
暇之时，来到当地博彩投注点下注。他这次投注的内容十分
特别：苏亚雷斯在意乌大战中咬人！

神网友买中苏亚雷斯咬人盈利175倍
这家博彩公司的确开设这种特别投注项，并为“咬人”

开出了1赔175的高回报赔率。但是，理查德的这个举动
依然遭到了同行好友的嘲笑。但是，理查德笑而不语，并没
有过多地争辩。也许在那一刻，连他自己也不认为这种荒唐
的事情会再次发生。直到苏亚雷斯那一口，结结实实地咬在
基耶利尼肩膀上时，这张简直奇葩的投注单，便瞬间身价暴
涨了175倍！

无独有偶！牛人中奖晒奖单
猜中这样奇葩事件的牛人还不止一位。另一位挪威网

友同样凭借苏牙咬人，赚了个盆满钵满。这位网友总共投注
了32元挪威币，最后得到5600元。如此神奇的体验，让他
兴奋地在社交网络上大晒奖单。

追本溯源，这两位球迷的慧眼识珠也是事出有因。原
来，接受投注的这家博彩公司在世界杯期间发行了不少投
注优惠券。此二人正是在拿到优惠券后，才心血来潮选择了
“苏牙咬人”这样一个冷门投注。但谁会想到，苏亚雷斯一张
口，就让他们如愿以偿，赢得丰厚奖金。不得不说，苏神这张
嘴，可真是摇钱树啊！

这是病，得治！
苏牙这一口"找不到任何借口& 从荷甲'英超

到世界杯赛场"四年来他的咬人绝活已是累犯"禁

赛累计多达
)&

场" 上赛季初的
)$

场禁赛还没过

去多久"才一年多就故态复萌&

想起一个老故事& 一只蝎子请求青蛙背它过

河"蝎子向青蛙信誓旦旦说自己不会咬它"青蛙信

以为真"结果到了河中心"青蛙背后一疼"回头看

去" 只见蝎子流着眼泪说!$对不起" 这是我的本

性& %

和故事里的蝎子一样"咬人也是苏牙的本性"

因为他这一口" 出线的乌拉圭也难免在淘汰赛沉

没& 他和佩佩这样的人"平素绝对是好人"但在情

绪管理和行为控制方面"都存在硬伤"佩佩蓄了头

发改不了瞬间爆走的本性"苏牙再怎么被禁赛"情

急之下张口就来已经形成条件反射" 不是意志和

纪律所能控制&

连续两届世界杯"苏牙都闹出了体育道德方面

的重大争议&在南非"他在门线上用一个标准的门将

动作扑出加纳的必进球"吉安随后罚失点球"乌拉圭

成功晋级&当时苏亚雷斯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他

说的是实话"无论是手球还是咬人)昨晨的这一口之

后还伴随着假摔*"其实都是下意识的本能& 和大部

分职业球员不同"他的本能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规条

和律令所能起到的自我限制作用"微乎其微&

当然"本能不是脱罪的借口& 上次手球"他被

红牌罚下" 但今天咬人" 却逃过了场上主裁的眼

睛&但赛后他被追加重罚几乎是板上钉钉"咬人虽

然不像背后铲抢那样具有严重的伤人后果" 但可

能会对受害者及其球队形成不利的心理影响(((

两分钟后乌拉圭就攻入制胜球&而且"在国际足联

和舆论眼中"这个行为所带有的野蛮色彩"无疑会

严重损害这项运动的形象& 而本届裁判层出不穷

的争议判罚" 也会令国际足联这次亡羊补牢的意

愿更为强烈&

此前世界杯上最长的禁赛是
)''*

年塔索蒂

肘击路易斯+恩里克"前者打破对方鼻梁"被禁
!

场"苏亚雷斯这一口"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球场

伤人行为"但这次情况特殊"又有英足总的重拳作

为判例" 国际足联很有可能借苏亚雷斯来一次杀

鸡儆猴&

前赛季咬了伊万之后"苏牙就曾被医生要求进

行心理辅导"但被他拒绝"一年之内再现咬人一幕"

正印证了医生的判断!这是病"得治& 遗憾的是"国

际足联是开罚单的"不是开处方单的& 赵亮晨

亚马逊平原吹来湿热

的季风"比赛还没结束"苏

亚雷斯一直劳作&

&+

多分

钟" 一无所获的他决定碰碰

运气" 寻找一种珍贵的食材&

基耶利尼厚实的肩膀"水嫩的

肌肤"血液
,%

度配上微醺的夏

风"正是最美好的滋味&

苏亚雷斯一直在等待,,

&$

分钟后"基耶利尼开始出汗了& 汗

水经球衣过滤"细细的盐粒均匀地

包裹着肩膀肉" 天然的佐料与高贵

的食材在这一刻完美地融合&苏亚雷

斯没有犹豫!在印加秘法里"一天中

太阳与地平线角度最大的时候生吃"

是最能够保留肉香的吃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