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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申炜）欧洲杯激战正酣，美
洲杯也在巴西开战。昨天，梅西领衔的阿根
廷队迎战智利队，尽管梅西打入了一粒任意
球，创造了个人的多项历史纪录，不过阿根廷
队还是1：1被对手逼平。梅西的第6次美洲
杯之旅，看起来距离冠军还是有点远。

阿根廷队和智利队在美洲杯上堪称冤家，
2015年和2016年两队都杀入了决赛，但梅西
领衔的阿根廷队都输了，甚至一度引发梅西萌
生在国家队退役的想法。2019年的美洲杯上，
阿根廷队终于战胜了智利队，但那是三、四名的
比赛，梅西还被红牌罚下。这是梅西第6次参
加美洲杯，但至今都和冠军无缘。

昨天阿根廷队再次迎来智利队，开场后
一度占据了比赛主动。第32分钟，阿根廷队
获得大禁区前的一次直接任意球机会。梅西
主罚，左脚踢出一记世界波，打破了智利门将
布拉沃的十指关。这是梅西代表阿根廷队在
非友谊赛上打入的第39球，一举超越38球
的巴蒂斯图塔，成为在正式比赛中进球最多
的阿根廷人。

不过让梅西有些无奈的是，下半时智利队
获得了点球机会，虽然比达尔罚出的点球被扑
并击中球门横梁弹出，但巴尔加斯补射得手，最
终两队1：1握手言和。这场比赛阿根廷队在射
门次数上18：5遥遥领先，但最终却无法拿到胜
利。这已经是阿根廷队连续3场比赛在先进球
后被对手逼平，这令梅西如何不感到郁闷？

对于梅西来说，以俱乐部所取得的成就
而论，他要高于马拉多纳。但对于大多数阿
根廷人来说，梅西无法超越马拉多纳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至今没有为国家队拿到一项有价
值含量的冠军奖杯。即使对比“老冤家”C·
罗，梅西似乎也逊色了许多。无论个人进球
纪录如何刷新，梅西的“国家队冠军”之梦到
底何时才能实现？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本届欧洲杯诞
生了第一场0：0。西班牙队在全场控球率高
达85%、传球数是对手近10倍的情况下，居
然和瑞典队战成了平局。锋无力的问题，困
扰着这支西班牙队。
巴萨前主帅恩里克自从执掌西班牙队以

来，就一直贯彻传控足球体系。这场对阵瑞
典队的比赛，仅仅是上半时，西班牙队就完成
419次传球，在对方半场有303次传球，这都
是自从1980年之后有数据统计以来的欧洲
杯上半场纪录。最为恐怖的是，本场比赛双
方的传球总次数对比是830次比89次，几乎
是10倍的差距。
那么如此技术碾压的比赛为何西班牙队

却没有得到该有的胜利？前锋能力欠缺是最
大问题。首发中锋莫拉塔的表现相当糟糕，
在他出场的66分钟时间里，竟没有一次射正
球门，他在上下半场各获得了一次射门机会，
都没能命中门框范围内，这其中还包括了一
次单刀球机会。
这样的糟糕表现，自然也逃不掉媒体

的数据统计。莫拉塔2021年在尤文图斯
获得了13次进球机会，而他浪费了其中8

次。此外，他在2021年为西班牙队出战了
384分钟，只打入了一粒进球。恩里克赛
后只能站出来安慰莫拉塔，“下场比赛他会
打入三球的。”

西班牙队能传球却不会进球的毛病，实
际上在3年前耶罗率队征战俄罗斯世界杯的
时候就存在。前锋把握不住机会固然是主要
问题，中前场创造不出太多威胁，可能是目前
这套传控足球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恩里克此
役让3名曼城球员首发，想要复制瓜迪奥拉
的战术打法，但比赛中形成的威胁性却差距
很大。

西班牙队能否解决锋无力的问题？看起
来似乎并不复杂，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赛
季，29岁的莫雷诺为比利亚雷亚尔打入30
球，远远好于莫拉塔。但如果让莫雷诺出场，
必须要像下半时那样既有纵深传球也有下底
传中，才能发挥他的特长。要传控还是要进
球？恩里克似乎给出了答案。

85%的控球率，恐怖的830次传球，一场
看数据似乎是大人打小孩的比赛，就这样0：
0收尾，恩里克再次给那些不满意他的人留
下了话柄，可是能怪得了谁呢？

本报讯（记者顾颖）目的地沧州体育场，
今天下午，天津津门虎队将在那里和沧州雄
狮队进行一场热身赛，这场比赛对津门虎队
而言，除了练兵，还有阶段总结的意义；对沧
州雄狮队而言，则还有“第一次在本队主场作
战”的概念——倒退到今年中超联赛开始前，
当初的石家庄永昌队迁移到沧州，正式更名
为沧州雄狮队，主场定于沧州体育场，球队外
援穆里奇曾在微博晒出自己踏入这座体育场
的照片，配文是“梦幻般的氛围，我会很开心
的”。那时候，沧州球迷还在畅想，联赛第二、
第三阶段，能在这里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助
威。而看目前的联赛态势，恐怕无论随后中
超的赛制、赛程如何安排，本赛季都很难恢复
主客场比赛。
根据安排，津门虎队今天午后驱车前往沧

州，车程大约需要两个小时，比赛16:00进行，
赛后再返回天津，包括金洋洋以及其他试训球
员在内的全体成员都将随队前往沧州。虽然
严格意义上说是一场封闭热身赛，但是据了解，
沧州雄狮俱乐部会邀请包括相关领导、投资人
在内的方方面面观摩比赛，毕竟这是他们非常
难得的主场亮相机会，之前6月6日与河北队
的热身赛，是在河北队的牛驼训练基地进行的，

也没能实现“站到自己主场”的愿望。
由于国家队出战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

选赛40强赛，突然出现了将赛地从苏州改到
阿联酋的变故，中超联赛第一阶段后半程的

比赛，由原定的本月21日开赛，被迫推迟一
个月左右进行，再加上后续的赛制、赛程尚未
公布，因此，近期很多中超球队都改变了备战
安排，在陆续放假。打完今天的热身赛后，津
门虎队也将放假4天，下周一重新集结，开始
新一阶段集训。

球迷们持续关注的津门虎队引援状况，
在艰难的推进过程中有了一些新的进展。之
前圈定的3名外援，已经有人拿到了来中国
的签证，只不过受全球疫情影响，国际各大航
空公司都在压缩航线、拉长航班间距，因而获
得签证的外援，目前还没有确认机票，而根据
入境要求，只有获得具体航班信息后，才能申
请入境前的核酸、抗体检测，继而报告阴性才
能开始航程。所以，在期盼一切顺利，不要再
节外生枝的情况下，乐观估计在本月底前，津
门虎队将能够迎来新外援，在完成14天的医
学隔离观察和7天的居家隔离观察后，最先
抵达的外援，有望在联赛第一阶段后半程开
始前加入球队。

另外，目前津门虎队还有外援在等待签
证，至于内援，左边后卫人选还在沟通、虚位以
待，通过不断试训，教练组挖掘的U21“潜力股”
也大致有了方向，在进一步确认过程中。

本报讯（记者 李蓓 摄影 崔跃勇）为支持办好北京冬奥
会，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深入实施，努力实现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昨天，由市体育局主办的
“激情冰雪、逐梦冬奥”——天津市冰雪运动成果展示活动在
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滑冰馆举行，由市体育局、市教委共同发
起的天津市高校冰壶联盟宣告成立。

天津市“迎冬奥、上冰雪”知识体验巡展在前几次成功举
办的基础上，在冰雪讲堂、冰雪知识普及、冰雪项目互动三大
板块之外，新增设了天津市冰雪优秀运动员和冰雪产业板块，
主要宣传内容包括冬奥会历史发展、冬奥知识展览、天津市冰
雪运动成果、仿真冰体验、滑雪模拟机体验、陆地冰壶体验、滑
轮体验、冰球射门体验、VR滑雪体验、冰雪运动器材等。较
往届巡展，在专业程度、内容广度、知识深度上有了很大提高，
更加贴近大众。

活动现场，天津市高校冰壶联盟正式成立。来自我市短
道速滑队、速度滑冰队、俱乐部花样滑冰队、队列滑队、青少年
冰球队共计100余名青少年参加了冰上项目展示活动，活动
在精彩激烈的青少年冰球比赛中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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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冰雪运动成果展示活动举行

新外援已有人拿到来中国的签证

津门虎今日挑战沧州雄狮

本届欧洲杯诞生第一场0：0

西班牙光有传控没有进球
美洲杯 阿根廷没能赢智利

梅西离冠军还是有点远

本报讯（记者梁斌）在2021年世界女排联赛第四周的比
赛中，6名主力回归的中国女排三战三胜。相比前三周的比
赛，中国女排在发接发环节有了明显改善，这也是球队连胜的
关键。三场比赛，天津小将李盈莹表现抢眼，不仅两场比赛拿
下全场最高分，而且在一传、发球、防守和拦网环节上都有不
俗的表现。

相比之前的比赛，主力回归的中国队在第四周的比赛中最
大的变化，就是发球攻击性和一传质量有了明显提升。三场比
赛，所有人的发球都能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冲击。在发球的带动
下，球队的拦防优势也得到体现，一传质量有明显提升。

第四周的比赛，中国女排首战以3：0战胜荷兰女排，李盈
莹拿下全场最高的19分，扣球37次17中，扣球成功率达到
了46%，还有2个发球得分；第二战以3：1战胜多米尼加女
排，李盈莹拿下13分，其中扣球13次12中，扣球成功率达到
了92.3%，还有1个拦网得分；第三战以3：0战胜意大利女排，
李盈莹拿下全场最高的19分，其中扣球25次15中，扣球成
功率达到了58%，还有2个发球得分和2个拦网得分。

李盈莹不仅进攻端表现抢眼，成为中国女排重要的“火力
点”，而且她在一传、发球、防守和拦网上也有不错的发挥，展
现出越来越全面的技术水平。每当在比赛关键时刻，“妹妹”
都能站出来起到“尖兵”的作用。从第四周的比赛看，李盈莹
在四个方面表现得很突出。一是她的进攻效率很高，三场比
赛扣球成功率达到了59%；二是是心理素质稳定，能拿下关
键分；三是一传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四是后排防守能力进步明
显，面对对手的大力扣球，她的起球率很高，也为球队赢得防
反机会。目前，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中以7胜5负积21
分排名第八，与排名第四的土耳其女排有2个胜场和3分的
差距。虽然晋级四强的难度很大，但中国女排会全力争取。

中国女排四连胜津将表现抢眼

� �
���	�����a	�������

�����������������������b
������	��
����a���

����������������	��a	�
a	�����b

���b
���

����������

庄稼人鼓起心劲
大会之后，县里树立的四个标

兵一马当先，其余村队急起直追，呈
现出万紫千红进军来的喜人景象。
兰考县委和县人委审时度势，及时
为先进单位颁发“奋发图强的嘉奖
令”和“革命硬骨头队”命名书，声势
浩大的除“三害”浪潮汹涌澎湃，席
卷城乡。
就在兰考人民决战决胜向灾害进

击之际，1963年秋，豫东一场大雨引
发毁灭性水灾，危害之大超过了近些
年兰考历次水灾，全县城乡一片汪
洋。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考验，焦裕
禄带领县委一班人，当仁不让站在救
灾第一线，日夜组织抢排积水，迅速分
发救灾粮款。有县委这个主心骨和奋
战在一线的干部骨干，这次严重水灾
并未引发全局性恐慌，更没有像往常
那样导致人口大量外流。兰考的干部
群众开始成熟了，他们不仅已从心底
树立起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而且具
备了同灾害反复较量的恒心和韧劲。
焦裕禄亲手掂一掂“三害”的分

量，为科学探索治理“三害”规律和有
效对策，创造了最为重要的条件。到
1963年年底，全县造林21014亩，育苗
773亩，四旁植树146万亩，打防风带
186条，堵风口83处。到1964年1月，
全县新挖和疏浚较大河道160条，基本
恢复了水的自然流系。经县核查，全
县共改造盐碱地9万亩，其中深翻压碱
14789亩，盖沙压碱3432亩，冲沟躲
碱、起碱、刮碱、降低地下水分改良土
地 71749 亩，涵养了弭灾丰产的生

态。1963年，兰考夏粮产量比上年翻了一
番多，夏粮征购增长10倍多，秋季虽然遭
受罕见涝灾，全年粮食仍增长37%。

兰考的天蓝了，地绿了，水宁了，庄稼
人重又鼓起心劲，在世代生息的家园挥洒
汗水、播种希望。

当年与焦裕禄搭档的程世平，后来回
首这段历史时写道：

我们在宣传、学习焦裕禄精神时，往
往偏重于一心为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
品格，却忽略了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
一套独创性的科学工作方法。兰考的灾
情那么重，光有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是远
远不够的，还必须拿出战胜困难的办法。

1963年12月9日晚，兰考下起了纷
纷扬扬的大雪。县委办公室李中修等人
正在火炉旁取暖，焦裕禄突然推门进来，
心事重重地说：“这大雪天，我们在屋里有
火烤，可全县人民住得咋样？有没有棉
衣？村里的牲口咋样？”

李中修拿过焦裕禄的钢笔，记下了他
口述的六条指示：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
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房住的人，
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
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
老弱病畜，保证不冻坏一头牲口。第三，
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

牛帮子突然来鞋帽店
来子一回头，是王麻秆儿。原

来王麻秆儿早就看见来子了，刚才
在街上，没敢叫他，就一直远远地跟
在后面。这时来到归贾胡同里，看
看前后没人，才紧走几步追过来。
来子一见王麻秆儿就急着问，铺子
到底出嘛事了？

王麻秆儿一把拉住他，来到个角
落，才把这些天的事说了。

王麻秆儿说，来子刚走的几天，铺
子本来没事。他晚上有时也过来，给
申明和田生送点吃的，顺带着看看他
俩有嘛事。申明和田生那几天一直挺
忙，经常出去，有时晚上也不回来。但
有一次，田生大白天就回铺子来。王
麻秆儿正好看见，就跟田生说，以后，
白天最好别这样回来，过去这鞋帽店
开着板儿，有买鞋买帽子的出来进去，
他和申明回来还不显眼。可现在不行
了，铺子的生意歇了，一歇生意再有人
进出就可能有人注意了，只要一注意，
也就可能看出事来。这以后，田生和
申明也就更小心了。

但没过两天，牛帮子突然来到鞋
帽店。王麻秆儿自从来子带着小回去
武清，平时没事，就一直在这铺子附近
转悠。一来是为申明和田生望风，随
时有事，好赶紧告诉他俩；二来也是替
来子盯着这铺子。这时一见牛帮子来
了，也就注意了。牛帮子进铺子转了
一圈儿，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过了一会
儿又出来了。他看见王麻秆儿正扛着
一把鸡毛掸子在街上转悠，就过来叫
住他，问，这铺子怎么歇业了？

王麻秆儿一听乐了，看看他说，这铺
子又不是我的，我怎么知道。牛帮子又
问，铺子歇了，里边还住着人？

王麻秆儿一听，心里一惊。牛帮子
这样问，说明他已看见了申明和田生。
但王麻秆儿的脸上没敢露出来，说了一
句，这得问你哥去，也许还有伙计，要么
就是来催账的，说不清。这样说完，就扭
头走了。

王麻秆儿开始紧张起来。这时已听
街上的人说，牛帮子跟着“二饽饽”说了
相声。“二饽饽”成立了一个“饽饽社”，整
天在南市的茶馆园子替日本人演出。牛
帮子就跟这些人混在一块儿。还有人
说，他现在已跟日本人扯上了关系。要
这么说，他这时突然来鞋帽店，又打听铺
子里的事，这肯定就不是好事。王麻秆
儿想，得赶紧告诉申明和田生，这铺子不
能再呆了。想到这儿，就等在铺子附近，
一动不敢动地盯着。他想的是，只要看
见申明和田生回来，就想办法告诉他们，
别再进这铺子了。可一直盯到晚上，也
没见申明和田生回来。

天大黑时，就见牛帮子又来了，这回
还跟来一个大脑袋蒜头儿鼻子的胖子。
王麻秆儿认出来，这人就是在南市说相
声的“二饽饽”。

93 59 光绪之死
自从媒体传出消息，说某科学机

构经过化验查出光绪皇帝遗留的头发
里砒霜成分超标，似乎证实了百年来
人们的怀疑，光绪皇帝是被慈禧太后
以慢性方式毒死的。那么，究竟是谁
替慈禧实施了投毒计划呢？她身边有
三个心腹——李莲英、崔玉贵、小德
张。而那个时候崔玉贵因淹死珍妃已
触犯众怒了，李莲英、小德张成了最大
的嫌疑人。

慈禧若要光绪长期摄入微量砒霜，
可能采取三个途径：心腹太医在药中掺
入，心腹太监在食物中掺入，心腹宫女
在茶水中掺入。但因砒霜有辛酸味儿，
掺入茶水里易被察觉，此种可能可以排
除。太医院在制药过程中有无做手脚
已无从查考，太医中间也没有出现引起
公众兴趣的“明星人物”，于是公众舆论
的猜疑对象集中在了先后两个太监大
总管身上。

笔者没研究过李莲英，不敢妄加猜
测。张仲忱回忆录提到，其祖父小德张
曾说：“两宫西幸西安，回銮后的第二年
（1902），‘老祖宗’提升我为御膳房掌
案，那年我二十六岁，官至三品顶戴。”

看来内宫最为要害、最有油水的部
门是御膳房。前任大总管李莲英年迈，
酸溜溜儿地说：“老佛爷有张掌案啦！
奴才要告老还乡啦！”但慈禧并
没有逐他出宫，他“退二线”混
到宣统元年（1909）为慈禧守
孝百日后才正式隐退。

这也就是说在光绪驾崩
前的六年中，李、张二人都能够

出入御膳房，都难逃作案的嫌疑。然而，李
莲英是伺候慈禧53年的老牌“后党”，相比
之下，“新生代后党”小德张在太后与皇帝之
间周旋得更为灵活一些。似乎他与光绪皇
帝的关系并不坏，多年后他告诉儿孙们：“我
也长了心眼，老祖宗比皇上大三十多岁，事
儿别做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万不能
对不起老祖宗，又不能得罪皇上。”

他在家常闲谈中追述的这些观点，符合
他一贯的八面玲珑行事风格，人物关系，生
活细节都很可信。当年他已身居高位，而慈
禧已垂垂老矣，如果慈禧没有给他足以叫他
冒险毒杀皇上的天大好处，他是不会把事
“做绝”的。如果他真是毒杀光绪的凶手，事
后又能如此淡定坦然、津津乐道地对家人讲
述那些往事，那这个人就太可怕了！

光绪驾崩时依照慈禧遗诏草草入
葬，半年后大臣们奏议重建光绪帝陵一
事。隆裕太后找小德张商量，他也给了
良言相劝。隆裕听了他和大臣们的劝
说，重建光绪陵墓，后因辛亥革命未能修

建完成。
清末民初，溥仪逊位时，在清室

退位条件中约定由民国政府继续建
造光绪陵。清西陵位于今河北省易
县，光绪墓于1909年始建，1915年
竣工，是中国最后一座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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