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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奖总额高达 万元

成都商报客户端
(扫描下图可下载)

天天赢

信和御龙山·一战成名欧洲杯
给自己一次“一战成名”的机会

赢到底

信和御龙山·一战成名欧洲杯6月13日将送出
的单日大礼包，包含一等奖1名，价值4000元以上的
大礼包；二等奖1名，价值2000元以上的大礼包；三
等奖1名，价值1000元以上的大礼包。幸运奖8名，分
享总价值近6000元的礼包。其中，这些奖品，分别由
成都正好医疗美容、大川健生·连锁机构、IOPE艾诺
碧、拜博口腔、漫游宝、亚朵轻居、山水渔具城、成都诺
之克钓具有限公司等提供，奖品包括韩式半永久性
妆容、韩式微创双眼皮，健身年卡、月卡，气垫BB霜，
洁牙体验券，现金抵用券等等。详细奖品清单，请登
录成都商报客户端查看。每天的一、二、三等奖，我们
依据积分高低排列，如积分相同将随机抽取。幸运奖
不设积分门槛，只要成功组队，都有机会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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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都有礼包送 礼包总价值上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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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笑！这些奇葩队也能中奖
阿戈利、伊格纳舍维奇、别列祖茨基、诺伊

施泰特，看到这些绕口的名字，不少伪球迷都已
经晕菜了，甚至连许多资深球迷也很难叫出这
些人的名字，但就是这些球员组成的球队却拿
走了昨日的单日一等奖大礼包。这支名叫“D2”
的球队中拥有瑞士队沙尔和俄罗斯队别列祖茨
基两位在首轮比赛进球的后卫球员，在拿走单
日一等奖的同时，这支球队也以10分的成绩暂
列“信和御龙山·一战成名欧洲杯”活动榜首。所
以，“一战成名”与现实球队的玩法不一样，那些
看似奇葩的球队也可能很具竞争力。

“非主流”后卫队

作为单日冠军奖得主，“D2”这支球队中拥
有一名阿尔巴尼亚后卫、两名瑞士后卫、两名
英格兰后卫、三名斯洛伐克后卫和一名威尔士
后卫。与大多数购买球星的玩家不同，这支球
队中并没有耀眼的明星，且所有球员都是后
卫。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这位获得单
日一等奖的李先生表示：“不少人都会根据赛
程来组队，以博得单日奖，但我认为买那些中
场前锋意义不大，首先买的人多，其次进球分
值也不高，后卫进一个的分值前锋要进5个。正
因为如此，我才组了这支后卫队。”据李先生介
绍，他看球已经有超过20年的历史，从世界杯、

欧洲杯、欧冠等大赛到亚冠、中超，甚至连澳大
利亚和日本等联赛都有研究，能够获得单日一
等奖并非偶然。

中后场混搭队

目前在排行榜上高居第二的“混混乱炖”
队积6分，与那些按照赛程组建的球队不同，这
支球队涵盖了不少球队的队员，但没有一名前
锋，组队思路极具想法。“混混乱炖”队由5名后
卫和6名中场组成，除了已经贡献5分的别列
祖茨基和贡献2分的戴尔外，还有德国队的胡
梅尔斯、乌克兰队的库切尔和北爱尔兰队的埃
文斯等后卫球员。从他选择的球员来看，对于
这些球队与球员也有相当深的研究，并且避开
热门，有望爆冷。

专职防守队

在积5分的球队中，“叶落无痕”相当有特
点，洛里、诺伊尔、德赫亚和布冯四大门将都在
阵中，其他球员都是各队的主力后卫，如果这
些后卫和门将一旦进球甚至乌龙球，那么他的
积分将大大增加。不过由于阵中没有中场球员
和前锋，这样的球队在进球数上很难有保证，
赢得最终现金大奖的可能性并不高。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信和·御龙山位处成都东二环核心，是
香港信和集团打造的逾125万平米综合性
大盘。现加推10#景致宽邸，拥近200米楼间
距，超大赠送。80-160㎡2-4房全系舒适产
品，限时优惠，现正排号中，交8千起抵3%。

贵宾专线：028-8321 8888

马上组队 天天都能玩

参加“信和御龙山·一战成名欧洲杯”互动游
戏活动的朋友，可自行在参加法国欧洲杯的球员
中（球员名单及对应金币可通过成都商报客户端
查询），任意筛选出11名不同的球员，用虚拟金币

“购买”后，就可以参与活动。每日上午9点至20点
30分开放选择球员组队，不过所选球员之前比赛的
进球将不再积分。你的球队成绩如何？看积分就
知道了。我们将按照当天欧洲杯真实比赛情况，前
锋进1球算1分，中场进1球算2分，后卫进1球算5
分，守门员进球算20分，谁踢进乌龙球算10分（所
有球员位置以球队上报欧足联注册为准）。最后谁
的积分最高，就将获得最终的10万元现金大奖（如
果出现多支球队积分相同的情况，我们将在公证
处公证下抽出最终1名大奖的获得者）。

想要拿奖拿到手软，就得攒够金币多组几个
队。想中大奖，以下攒金币方法你要记好：首次从
成都商报新版客户端进入获得金币数100枚，6
月12日起，每天在成都商报客户端上登录游戏就
有80枚金币送，天天有，天天送。关注成都商报官
方微信及旗下公众号：谈资、多动阵、爱上钓鱼、
成都伙食、成都出发，关注后回复“一战成名”，获
得兑换码，在游戏里可各兑换金币50枚。

一战成名每日大礼包

信和·御龙山 一跃惊人 舒居大成

近年来，足球暴力已经成为了俄罗斯足
坛的常态，金钱让俄罗斯的足球呈现日益火
爆的趋势，也让极端球迷活动开始失控，而
足球暴力的升温，很大程度上与金钱加速了
俄罗斯联赛的竞争有关。据俄罗斯媒体统
计，从 2011 年到 2012 年 11 月，俄罗斯发生
的因足球流氓犯罪而不得不停止比赛的事
件达到了9起之多。

据《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报道，俄罗斯足
球流氓这几年越来越胆大妄为，因为他们
的背后，有一些政治势力公开支持他们，甚
至包赔一切打砸损失。一些球迷团体的头
目已经公开宣称，俄罗斯政治党派开始直
接插手俄罗斯的球迷组织，以期通过球迷
达到其党派的政治目的。莫斯科迪纳摩俱
乐部的一些球迷组织就由自由民主党支
持，他们到外地看球的旅游费用都是由自
由民主党提供。由于各政治党派对球迷组
织的注资增加，让球迷闹事更加有恃无恐，
一些俄超俱乐部甚至声称对该俱乐部球迷
在滋事过程中造成的损失，他们将照价赔
偿。莫斯科内务部公共安全局局长阿·阿拉
托夫大校透露，2000 年仅莫斯科斯巴达克
球迷俱乐部为滋事的球迷赔付球场的损失
费就高达7万美元。然而，这些恐怖的俄罗
斯极端球迷文化中最令人诧异的就是女性
成员的数目。“为什么只有男孩能玩呢？”这
俨然已经成为了女孩们作恶的最佳口号。
女球迷非常积极地训练，使自己更加强大，
目的是参与到限制人数的“全女性”斗争
中。更让人吃惊的是，俄罗斯的每一个极端
球迷组织都有自己的健身房和教练，甚至
配备了专属的营养师，为的就是提升自己
的“战斗技能”。

两年后的世界杯就将在俄罗斯举办，对
于足球流氓这一有损俄罗斯足球形象的毒
瘤，为了维护俄罗斯足球的形象，俄罗斯方
面在痛定思痛以后，下狠手进行整治。今年
1月20日起，俄罗斯《球迷法案》正式生效。
法案规定了球赛现场观众的行为规则，法案
中给出了一份足球流氓的黑名单，那些进了
黑名单的人，在为期六个月至七年不等的时
间内被禁止进入体育比赛现场观看比赛。违
规者会被处以20万至25万卢布的罚款，或
被拘留15天。除此之外，法案还明确规定禁
止球迷携带烟火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比赛
现场，同时用于掩盖面部和背部的面具等也
被禁止携带入内。

利拉德引发
蓉城篮球热

6 月的成都已经
非常炎热，不过仍然有
不少篮球爱好者坚持
在球场“火拼”。昨日，
NBA球星利拉德的到
来为成都的篮球热再
添了一把火。从上午的
太古里阿迪达斯旗舰
店到晚上的高新区篮
球场，利拉德所到之处
都受到了成都篮球迷
的追随。而在昨晚，通
过“多动阵”报名的十
位球迷也与其他球迷
一起现场与利拉德见
面并且互动。

从 本 月 上 旬 开
始，阿迪达斯“火拼”
魔 练 征 途 活 动 于 成
都、北京、广州、上海
四座城市进行巡回选
拔。在来到成都后，利
拉德就受劲浪体育邀
请，在宽窄巷子享用
了一顿具有四川特色
的晚宴。难怪在昨日
接受采访时，利拉德
表示成都是他来过中
国 城 市 中 美 食 最 多
的。本赛季 NBA 季后
赛，利拉德所在的波
特兰开拓者队在西部
半决赛中被金州勇士
4比1淘汰出局。如今
勇士队已经在总决赛
中3比1领先于骑士，
利拉德也认为他们赢
得今年总冠军的可能
性远高于骑士。此外，
由于目前保罗、沃尔、
库里、威斯布鲁克和
哈登已经宣布退出此
次里约奥运会，美国
篮协透露，球队 12 人
名单可能会增加一名
控卫，而利拉德凭借
本赛季的优异发挥成
为头号热门，昨日接
受采访时，利拉德也
对于为国征战奥运会
表达了自己的渴望，

“我非常希望成为其
中一员。”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臭名昭著的英格兰足球流氓昨晨竟被俄罗斯足球流氓痛打

欧足联警告英俄：再闹事就取消资格
说起足球流氓，英格兰可谓是臭名昭著，不过当他们遇

到了以“战斗民族”闻名的俄罗斯球迷，结局怎一个惨字了
得……一场1比1的平局，让英格兰人倍感失落，然而更让
他们憋屈的是，即使是在场外，名声在外的英国足球流氓也
被俄罗斯人完全“压制”。在昨晨的英俄大战赛前、赛中和赛
后，都有俄罗斯球迷与英格兰球迷大打出手，部分俄罗斯球
迷冲上英格兰球迷的看台袭击英格兰球迷，场外英格兰球
迷也被俄罗斯足球流氓一顿“胖揍”。

在昨天英国《镜报》拍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英俄大战的看台
上一些英格兰球迷不停地往更高处的看台跑去，从而来躲避俄罗

斯球迷的攻击。赛场外，在马赛街头《镜报》记者拍摄到，一个落单
的英格兰球迷遭到了俄罗斯球迷的拳打脚踢。来自伦敦的女球迷
路易斯表示，“五六个俄罗斯人跳向他，他们连打带踢，还扒了他
的英格兰球衣，他的钱和手机也被抢走了……”据《太阳报》报道，
两名英格兰球迷甚至在球迷冲突后已经“生命垂危”。英格兰前
锋瓦尔迪的妻子蕾贝卡一度被俄罗斯球迷团团围住，法国警
方最终动用了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才成功将这位英格兰太
太团成员救出险境。马赛警方发言人马蒂厄·迪罗塞勒表示，
至少有31人在冲突中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另有3名警察

“挂彩”。马赛警方逮捕了8名滋事者，其中英、俄各有2人。此

前一天，马赛警方已经逮捕了参与闹事的5名英国人和4名
法国人。英俄对决之前，法国内政部就认定这场比赛“有风
险”。迪罗塞勒说，约1000名警力投入比赛的安保工作，目前
球场的情况基本稳定，许多酒吧也关闭了。

欧足联昨日正式发文警告英格兰队和俄罗斯队，“一些英
格兰和俄罗斯球迷胡作非为，必须要让他们在足球界无容身
之地，在此，我们向英足总和俄罗斯足协发出警告，假如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那么欧足联将毫不犹豫对英足总和俄罗斯足
协追加处罚，包括可能的从本届赛事当中取消各自代表球队
的资格。我们呼吁英足总和俄罗斯足协约束球迷行为。”

足球流氓哪家强？
俄罗斯找“蓝翔”

全球各地都有或多或少的足球流氓存
在，其中以英格兰的足球流氓最为著名，英
格兰最早的足球流氓活动可以追溯到19世
纪80年代。海瑟尔惨案和希尔斯堡惨案都
有英格兰足球流氓的影子。从上世纪60年
代开始，英格兰足球流氓在全球范围内声名
狼藉，英国国内媒体将其喻为“英格兰的灾
难”。从80年代开始直至90年代，英国政府
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整治与足球相关的暴
力活动。90年代之后，足球流氓活动在欧洲
其他地区呈现逐渐蔓延的趋势，但英格兰国
内的足球流氓则得到了大规模的镇压，这也
极大改善了英国球迷在欧洲的声誉。但鉴于
过去英国足球流氓的不良记录，欧洲其他地
区在承办大型赛事时往往与英国警方合作，
将犯有前科的足球流氓列入监控名单，对于
他们的一举一动予以严密监视。

这次欧洲杯，法国警方已经对有前科的
足球流氓进行甄别，禁止了 3000 多名各国
足球流氓在欧洲杯期间入境，并与英国警方
沟通合作，后者也没收了2000多本护照，以
阻止英国的足球流氓进入法国。

此次英俄球迷冲突，现在还无法确定是
哪国的足球流氓引发了冲突，但考虑到18年
前的1998年世界杯上，同样是英格兰队的比
赛前，足球流氓同样在这里制造了巨大的骚
乱，有理由怀疑英国足球流氓负有责任，不过
也有目击者称，俄罗斯足球流氓是罪魁祸首。

土耳其 战斗指数：四星半
在人家的地盘痛打东道主球员 自从

土耳其加入欧足联，德国足球流氓和英格兰足
球流氓再也威风不起来了，因为他们真打不过
土耳其人。2000年欧联杯，两名英格兰利兹联
球迷被土耳其加拉塔萨雷球迷刺死。2008年欧
洲杯，土耳其球员在瑞士的主场，把瑞士队球
员堵在通道里一顿痛打，导致两名瑞士球员重
伤，其中一名瑞士球员膀胱被踢碎。

阿根廷 战斗指数：四星
一年有301人因足球流氓而死 据阿

根廷媒体报道，仅仅在2014年，阿根廷全国有
301人死于因“足球流氓”斗殴或由其引发刑事
的案件。为了打击足球流氓，阿根廷政府和警
方与各俱乐部签署协议，要求俱乐部要对可能
发生骚乱负责，并且要对发生的暴力冲突负法

律责任和处以罚款等制裁，让俱乐部方面也主
动要求自己的“粉丝”们遵守“纪律”。

希腊 战斗指数：四星
裁判赛后被围 靠求助殡仪馆逃生 虽

然希腊联赛在欧洲赛场排不上号，但是他们的足
球流氓可丝毫不逊色。2014年的一场希腊乙级联
赛中，当值主裁在比赛即将结束时判给客队一个
点球，葬送了主队升级的希望。主队上百名球迷赛
后冲进球场围攻裁判和足协官员，警察们保护着
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主裁躲藏到体育场附近一
家殡仪馆的停尸间内。而俱乐部主席和殡仪馆的
老板恰好是朋友，最后殡仪馆老板动用殡葬车，把
躲藏在停尸间的主裁和官员们送出了球场。

塞尔维亚 战斗指数：三星半
雇佣军头目把球场打造成火药库

如果按照对抗激烈程度为全世界的德比大战排

名的话，红星和游击队的贝尔格莱德德比至少
能进入前三。红星队著名的球迷领袖“老虎”阿
尔坎本人就是一名职业罪犯和雇佣军头目，手
下的红星队足球流氓组织已然发展成为拥有武
装的准军事组织。在战事最高潮期间，红星队的
体育场也变成了军事训练的场地，弹药也存放
在红星主场的储藏室备用。老虎阿尔坎虽然已
经去世十多年，他的威名依然影响着今天塞尔
维亚的足球流氓，很多流氓的臂膀上都文着阿
尔坎的头像，在国内和欧洲赛场大打出手。

德国 战斗指数：三星
尼维尔惨案后严加治理 在1998年将法

国警察尼维尔打倒昏迷不醒，让人们见识了德国足
球流氓的“风采”。自从那次事件后，德国政府对足
球流氓问题一直非常敏感。德国政府最近通过了一
条新法律，可以更轻松地惩罚那些违反出境约束的
知名足球流氓，即便他们没有卷入暴力事件。

英格兰
战斗指数：四星

上世纪60年代开始
就声名狼藉

英国警方没收2000多本护照
阻止英国足球流氓“入侵欧洲杯”

俄罗斯
战斗指数：四星半

竟有政治势力
在背后支持他们
有健身房，有教练，有营养师
还有俱乐部包赔一切打砸损失

俄罗斯球迷脚踢英格兰球迷

英俄两队球迷在球场看台上起冲突 警察逮捕闹事球迷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编译 郑直 李正昊

臭名昭著的英格兰足球流氓竟被俄罗斯足球流氓“吊打”，不禁让不少球迷大呼意外，看到俄罗斯足球流氓竟然还有政党支持、有教练、有营养师的报道，有网友甚至在网上调侃，这简直就是
足球流氓界的“蓝翔技校”。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少国家的彪悍足球流氓制造了多次球场惨案，让人不忍回忆。足球比赛本身就是让人肾上腺素激增的游戏，有些争议在所难免，著名的足球流氓
E-Taylor是这样形容的：“对于第一次危险会感到激动，肾上腺素分泌时导致身体和大脑开始兴奋，斗殴取胜的欲望取代了害怕。”但是激动的情绪与上述这些危害公共安全的足球暴力活动有着
本质的区别。暴力活动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法律与管理制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