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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拍动”使用方法：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拍拍动”下载安装。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准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图片即可动起来！

本届世界杯一共出现8张红牌， 是1986年世界杯之

后最少的一届。

德国一共8次打进世界杯决赛，超过任何其他国家。

巴西在对哥伦比亚的比赛中一共31次犯规， 是自

1966年世界杯有数据记录以来单场比赛单支球队犯规

数最多的比赛。

克洛泽在半决赛中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第16个进球，

排在历史射手榜第一。

本届世界杯只有6支欧洲球队杀进16强，是1986年

诞生16强赛制后并列最少的一次。

小组赛仅得1分是英格兰世界杯征战历史的最低纪

录，这也是英格兰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没能从小组赛顺

利出线。

过去4届世界杯冠军中的3支球队都在接下来的一

届世界杯中小组出局（法国2002，意大利2010，西班牙

2014）。

本届世界杯替补的进球数是自32强赛制诞生后最

多的一届。

美国门神霍华德在对比利时的比赛中扑救15次，是

1966年后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

德国成为首支在美洲获得世界杯冠军的欧洲球队。

欧洲球队拿到了过去3届世界杯的冠军，这是第一次

出现一个大洲连续3届大赛夺冠的情况。

德国7比1大胜巴西是世界杯半决赛的净胜球纪录，

也是第一次有球队在半决赛打进7个球。

德国7比1大胜巴西也使得他们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

达到了224球，超过巴西3球，成为世界杯历史进球最多

球队。

哥伦比亚门将蒙德拉贡以43岁零3天的年龄成为世

界杯上场的最大年龄的球员。

卢克·肖是本届世界杯有出场记录的最年轻的球员，

他在英格兰对哥斯达黎加的比赛中登场， 当时年仅18岁

零348天。

本届世界杯只有3粒直接任意球破门，是1986年（3

球）后最少的，2010年世界杯有5球，2006年和2002年

有9球。

巴西在自1982年后的每届世界杯中都以小组头名

出线。

西班牙1比5负于荷兰是所有卫冕冠军净负球最多的

一场比赛。

巴西1比7负于德国是所有东道主净负球最多的一场

比赛。

本田圭佑成为了第一位在2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日

本球员。

葡萄牙0比4负于德国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第一

次丢掉4球。

卡佩罗作为主教练一共带队参加过7场世界杯比赛，

他只赢过1场。

墨西哥在1994年世界杯后连续6届世界杯都在第二

轮出局。

托马斯·穆勒仅仅参加过13场世界杯比赛，但他已经

打进10球助攻6次。

阿根廷与荷兰的比赛是世界杯半决赛历史上第一场

0比0平局（包括加时赛），梅西在120分钟内没有在荷兰

禁区内触过球。

马里奥·格策是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第一位替补打进

绝杀球的球员。

马拉多纳:

阿根廷配得上去踢点球

《明镜周刊》：

德国是冠军，格策是英雄。

《法兰克福汇报》：

德国队第四次获

得世界杯冠军。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

刻，因为我们足足等了24年。

《世界报》：

勒夫的团队创造了历史，

德国队成了第一支在南美获得世界杯冠

军的欧洲球队， 这让我们的前景充满了

乐观， 我们将在今后几年继续保持世界

最高水平。

《南德意志报》：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

的决赛，自始至终扣人心弦。勒夫将一支

高智商球员的团队带到了世界杯之巅。

国家队队员球衣上的第四颗星也是对他

们所取得的成就的肯定。

《奥莱报》：

我们又被裁判抢劫了，就

像24年前那样。当年，裁判给了德国人一个

莫须有的点球，如今，裁判又漏判了我们本

该有的点球。两场世界杯决赛，我们的对手

是一样的，我说的不是德国，是裁判。

马拉多纳：

我为我的国家感到伤心，

格策的进球真的很让人受伤， 这对我来

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我们在最后时刻

丢了球。纵观整场比赛，我觉得阿根廷至

少配得上去踢点球， 德国队抓住了我们

防线上少有的一次失误。

德意志铁血战车与潘帕斯雄鹰争夺大力

神杯，上演了令人激动的阳刚之美。而在赛场

之外，拉丁天后夏奇拉、超模邦辰又为大家带

来了赏心悦目的女性之美，那些花儿为巴西世

界杯添加了一抹柔美色彩，让大家告别世界杯

之时，多了一些眷恋和回忆。

夏奇拉被爱子抢风头：拉丁天后夏奇拉在

巴西世界杯闭幕式上表演单曲《La,La,La》一如

既往热情四射火辣迷人，而她与球星老公皮克

的爱子米兰更是萌萌哒抢走老妈风头。这也是

夏奇拉连续第三次在世界杯决赛前的闭幕式

上献唱。“今天我将永生难忘， 谢谢你们所有

人，让我有机会参与这一盛事。”夏奇拉说道。

表演结束后， 夏奇拉还带着她与皮克的爱子米

兰上台向众人致意。

最富超模邦辰送来大力神杯：在决赛开始

之前，大力神杯来到了马拉卡纳，作为上届冠

军西班牙队的代表，普约尔带着奖杯，在巴西

名模吉赛尔·邦辰的陪同下来到球场， 将大力

神杯交还。 邦辰是现时世上最高身价的模特。

根据《财富杂志》估计，她单在2006年的收入

就已高达3300万美元，使她在当时的身家总值

达到1.5亿美元，在世界百位首富里排第53位。

现时她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里全世界最

富裕的超模。

德国太太团美翻决赛夜： 德国超模太太团

昨天纷纷来到现场观战，赫迪拉超模女友莉娜、

施魏因施泰格名模女友萨拉、 格策的小甜心女

友安娜凯瑟琳成为了全场焦点， 夺冠后众位佳

丽入场与队员一起享受胜利， 更是一一与主教

练勒夫拥抱庆祝胜利。 厄齐尔被女友吻得满脸

唇印，却毫不介意，乐在其中。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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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奇拉上演“帽子戏法”

夏奇拉连续三次在世界杯决赛前献唱

梅西与大力神杯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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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卫冕世界杯大战

昨晨，巴西世界杯落下帷幕。在网络媒体战场，腾讯以绝

对独家、 绝对巨星、 绝对迅速的报道， 再一次稳坐国内门户

“冠军宝座”。

■103位巨星 绝对独家！

巴西世界杯期间， 腾讯彰显了对重大赛事的高度敏感性

和快速反应能力， 通过前后方庞大采编团队， 保证了网民在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触达世界杯。

截至世界杯半决赛，腾讯前方记者发稿量超过1143篇，独

家新闻量多达128篇。据不完全统计，腾讯的发稿量与独家新

闻量全面超越同行，比其他三家门户总和还多。另外，多达105

位巨星专访，超越另外三大门户总和。腾讯邀请的巨星中不乏

卡卡、卡纳瓦罗、勒夫、罗纳尔多、苏亚雷斯、莫言这样的超级

明星或热点人物，大部分明星则是首次触电国内媒体专访。

■媒体聚焦 绝对影响力！

腾讯前方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独家报道产生巨大影响力，

甚至成为国内、国际媒体的新闻来源。

7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做客腾讯巴西前方演

播室。 该事件引发了新华社、 央视以及国内主流都市报的报

道。 德国拜仁电视台探访了腾讯位于里约演播室， 对记者张

正、张晓婧进行专访，并转述了足球名宿马特乌斯对腾讯的赞

赏。此外，巴西当地最大的体育领域报纸《Esportes-Povo》特

别报道了腾讯记者刘璟文为中国球迷及时送回一手资讯的工

作特写。

■首创不断 绝对领航！

腾讯前方记者在报道中，首次将视频、图文、手记整合成

“三位一体”报道形式；首创图+文“竖组图”形式，将严格新

闻规范下废弃边角料利用起来，具有故事情节，且适合于移动

端阅读；通过手记记录采访心得，揭秘背后故事，满足用户对

新闻背后的好奇心理。

腾讯率先运用了谷歌眼镜、GoPro相机等高科技设备，如

在德葡大战中，腾讯特邀嘉宾孔卡在他的家中运用谷歌眼镜，

通过第一视角，为网友带来专业解读。这样的用户体验，在以

往是不可想象的。

本届世界杯，腾讯前方报道团独家报道、巨星专访、花边

报道重磅不断，引领着中国媒体的大赛报道模式，在所有中文

媒体中首屈一指。互联网专家评价称，网络媒体向移动化、视

频化转型过程中，腾讯站在中国互联网媒体最前沿，冲在世界

杯报道最前线， 颠覆了中国传统媒体和PC网络媒体报道模

式， 助力腾讯

网在移动和视

频时代遥遥领

航。

“wei”队的主教练是来自山东泰安的小

伙魏振果。今年25岁的他刚从位于青岛的中国

海洋大学毕业，目前在南京一家公司从事计算

机方面的工作。

“已经定好了到成都的机票，今晚就到成

都啦。”尽管透过电话，魏振果的话语中依然

难掩兴奋之情，他告诉记者，为了来领奖，除了

他本人，在山东老家的父亲也已经专程坐飞机

到南京， 陪同他一块到成都领奖。“借这个机

会到成都走走，顺便见见朋友。”魏振果说，他

对成都向往已久，领奖也是一个到成都玩玩的

机会。

对从小痴迷足球的魏振果来说，世界杯是

一道不可错过的盛宴，而“一战成名世界杯”

带来的更是出乎意料的狂喜。 值得一提的是，

魏振果的球队竟然还是“独苗”———这位“金

牌教练”旗下只有一支球队，仅凭一支球队便

拿走大奖，这让不少使用“队海战术”的主教

练自叹不如。

至于奖金的用途， 少年持重的魏振果表

示：“过两年结婚买房的时候， 用来给个首付

吧。当然，如果在南京买房的话，估计首付还不

够。”魏振果告诉记者，自己收入不算高，单凭

自己的收入买房“基本不可能”。有了这笔资

金的话，可以大大减轻父母的压力，“确实感到

很欣慰。”剩下的钱，魏振果打算用来旅游。

“一战成名世界杯”昨天决出了总冠军。但

属于我们每个活动参与者的节目并没有结束。

今晚7点， 成都商报将在南湖国际举办盛大的

“冠军之夜”颁奖晚会。成都天诚队主教练、率

队夺取过中甲联赛冠军、中超联赛冠军、中国足

协杯冠军的金牌教练李章洙、 成都天诚俱乐部

副董事长将亲自为总冠军、 淘汰赛冠军等获奖

者颁奖。

在这一个多月里， 每一位主教练都尽情享受

着足球及“一战成名世界杯”互动活动所带来的

快乐。为感谢各位主教练对我们活动的支持，今晚

7点，我们在南湖国际风景区设宴，诚挚地邀请您

和您的朋友、 家人一起来参加一战成名冠军夜颁

奖晚会。在享用了美食之后，还可以和各位主教练

现场组队踢球、耍游戏，再次赢得大奖。

另外，除了李章洙、姚夏等颁奖嘉宾外，如果

在今晚的颁奖现场， 你听到兰帕德这个名字也不

要吃惊。 我们邀请到了全四川惟一名叫兰帕德的

球迷，来到现场为三四名决赛、决赛的单日幸运奖

颁奖。除了发奖，我们还给参加活动的提供了更多

的精彩游戏和活动， 主办方在现场还为主教练们

准备了歌舞表演、现场抽奖等活动，凡到场者都有

机会参与抽奖，据透露，现场抽奖的奖品有手机、

运动水壶、牛奶等。

成都商报记者 成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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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组一支球队,仅以一分优势，他一战成名

单骑闯通关 山东小伙抱走30万

德国中场新星格策在113分钟的绝杀，终结了巴西世界杯最后的悬

念，也让腾讯体育独家网络支持、成都商报“一战成名世界杯”30万元

总冠军奖和4万元淘汰赛冠军奖尘埃落定。 领跑总积分榜长达两周的

wei队独获72分，以一分优势笑到了最后。而淘汰赛4万元冠军奖则被

积48分的hudsky队夺走。

在7月10日阿根廷点球淘汰荷兰的半决赛

后，“hudsky”队拿到8分，从Top� 10之外一举

上升到榜首位置， 并把优势一直保持到了最

后。主教练刘玉衡说，确实运气占了很大成分。

“hudsky”队的主教练刘玉衡是一位公务

员，今年27岁的他，却有着超出年龄的稳重。别

小看他， 他已经是看过7届世界杯的 “老球

迷”。“1990年世界杯，据说我爸妈抱着还只有

3岁的我看过，但我自己没有记忆，1994年美国

世界杯是我有印象的第一届世界杯， 那年我7

岁。”刘玉衡说。选中阿根廷后卫加雷，是刘玉

衡能够拿走淘汰赛冠军的关键, 但他却说，自

己其实算不上阿根廷球迷，“阿根廷的比赛我

只看了一两场，我是认为阿根廷边后卫不像巴

西后卫那样强于助攻， 中后卫似乎更可能进

球，所以就选了他。”

4万元奖金， 刘玉衡可能也要用来旅游。

“肯定是国外游，主要看什么时候有假期。”刘

玉衡心仪的目的地是欧洲。“最关键的，还是要

请到假再说。”他笑着说。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

淘汰赛冠军 笑称运气好 找时间游欧洲

▲

总冠军 父子齐上阵 打飞的来领奖

一战成名冠军之夜活动将在南湖启幕 欢迎广大一战成名主教练携亲朋参加

今晚 中超冠军教练亲颁30万元终极大奖

一战成名总冠军魏振果

一战成名淘汰赛阶段冠军刘玉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