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张莉 美编 袁治华 校对 张德顺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2016百年美洲杯1/4决赛昨
天上午进行了最后一场较量，在
加利福尼亚圣克拉拉的李维斯
球场，墨西哥0比7惨遭卫冕冠军
智利屠杀。这也是1928年以来，
墨西哥国家队88年历史上最惨
痛的失利。而在正式比赛中，墨
西哥从未如此惨败。

或许是小组赛第三场的轮换
让墨西哥不少主力球员在节奏上
还需要时间适应，智利人只用了

15分钟便打响了第一枪。奇兵普
齐门前及时补射得手，敲开门神
奥乔亚的十指关。半场结束前，桑
切斯妙传，巴尔加斯门前连停带
过后巧射远角得分。让卫冕冠军
带着两球优势回到休息室。下半
场刚开始，墨西哥连换两人，他们
的目标是逆转比赛。但最终，墨西
哥下半场彻底崩溃，又连吞两弹。
面对第五次球门被洞穿后，墨西
哥队门将奥乔亚已经“生无可

恋”，双手叉腰，目光空洞。
此后，心态失衡的墨西哥队

员更多通过犯规来宣泄情绪，比
分没有改变，但黄牌数方面，墨
西哥倒是不断攀升。比赛第62分
钟，当时的比分还是0比5，墨西
哥球迷就不满了，他们疯狂地向
场内投掷杂物，所幸没有伤到队
员。主裁判看不下去暂停了比
赛，并要求墨西哥队长“小豌豆”
埃尔南德斯去安抚球迷。但墨西

哥自己也不争气，随后的比赛，
他们再丢2球。

为智利建功的球员分别是
普齐、桑切斯和巴尔加斯。巴尔
加斯这位小个子前锋在比赛中
竟然上演了大四喜，是继1955年
美洲杯7比1大胜厄瓜多尔，前辈
霍尔马萨巴尔上演帽子戏法，时
隔61年后，美洲杯上再有智利人
完成如此壮举。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昨日凌晨欧洲杯第二轮小组
赛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再现乌龙
球，导致“信和御龙山·一战成名
欧洲杯”活动的积分榜上出现了
较大变动，两支选择了冰岛“乌龙
后卫”赛瓦尔松的球队一举拿下
10分，从而超越昨日领跑的“胖胖
9队”，目前以20分并列积分榜榜
首。而单日奖中，有12支同样选择
了赛瓦尔松和罚入点球的冰岛中
场西古德森的球队同积12分，按
照规则，我们经过抽签决定了一
二三等奖的归属。

两支选中赛瓦尔松的球队
逆袭总积分榜

欧洲杯第二轮小组赛最后
一个比赛日，比利时3比0大胜爱
尔兰，卢卡库梅开二度，维特塞
尔也有进球，让选择了这两位球
员的“信和御龙山·一战成名欧
洲杯”活动用户眉开眼笑。但随
后进行的冰岛与匈牙利一战，冰
岛到最后时刻被对手的传中球
搅乱了防线，后卫赛瓦尔松无奈
将球铲进自家大门，最终冰岛也
被对手1比1逼平，痛失全取3分
的机会。

赛瓦尔松和冰岛队的不幸，
却又是43位“信和御龙山·一战
成名欧洲杯”活动用户的大幸！

在本次活动中，一共有43支球队
选择了赛瓦尔松，这个乌龙球贡
献的10个积分也让这43支球队
积分猛涨。在总积分榜上，“队
三”和“生活”这两支球队的积分
攀升至20分，一举超越了昨日以
19分独自领跑的“胖胖9队”，呈
现双雄并驾齐驱的态势。

“队三”11名球员全部选择
是后卫，从队名来看，这位用户
肯定不止组建了一支球队。而在
第一轮中，德国后卫穆斯塔菲的
进球让“队三”获得了5分，第二
轮乌克兰与北爱尔兰一战，北爱
尔兰后卫麦考利的进球让其积
分达到10分，但在总积分榜上却

还不足以排名前列。而赛瓦尔松
的乌龙球，让“队三”一口气收获
10分，赚得盘满钵满。

与“队三”并驾齐驱的“生
活”在本次活动中的得分情况更
为“奇葩”，他居然收集了本届大
赛目前为止仅有的两名自摆乌
龙的后卫——爱尔兰的克拉克
和冰岛的赛瓦尔松！也就是说，
他的20分全部来自于这两个乌
龙球！“生活”这次组建的11名球
员，有7个后卫和4个门将，而且
都来自二三流的球队，很明显就
是指望着靠后卫或门将的乌龙
球来博取大奖，至少目前来看，
他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单日奖12队积分相同，
选择竟一模一样

昨日的单场奖中，由于有43
支球队选择了赛瓦尔松，所以单
日积分达到10分有43队，其中有
12队的单日积分为12分！惊人的
是，这12支球队除了都选择“乌龙
后卫”赛瓦尔松外，还不约而同地
选择了冰岛中场西古德森，后者
攻入一个点球让他们再入2分。但
遗憾的是，这12队都没有把卢卡
库或维特塞尔包含在内。

最终，“信和御龙山·一战
成名欧洲杯”活动6月19日单日
奖通过抽签决出的一等奖获得
者为“林枫”，二等奖被“乌龙
茶”获得，三等奖得主则是“东
欧铁骑&冰山来客”。而积分不
够的朋友也有机会获得幸运
奖，他们将分享幸运奖里的不
同奖品，6月19日一共有“车迷
来了”、“青衣江畔”、“随风”、

“诺坎普之鹰”、“Tangli”、“Mr。
唐”、“李子i”、“Liny酱油”、“倪
妮”、“胸前一枝花”等10支球队
获得了幸运奖。

以上获奖用户请注意，我们
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并告知领
奖方式，请随时留意。多谢大家
参与！欢迎继续一战成名！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2016年6月20日
星期一

06

现金奖总额高达 万元

天天赢

信和御龙山·一战成名欧洲杯

赢到底

天天都有礼包送 礼包总价值上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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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后卫的不幸
成就活动用户的大幸

查勘到位及时：城区30分钟
内，违约赔偿100元。

赔款到账更快：轻微人伤24小
时赔付！5万元以内车损案件1日赔
付；5万以上3-5日赔付，违约赔偿20
倍利息。

投保热线10108888
搜 索 并 关 注 微 信 公 众 号

CPICSC，大量金币送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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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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房预售字：10717号、10973号）

信和·御龙山
一跃惊人 舒居大成

1 队三 20
1 生活 20
3 胖胖9队 19
4 龙套哥 15
4 颖子2 15
4 q 15
4 海豚三队 15
4 福佳5 15
4 钝队 15
4 249哟哟哟 15
4 成都好吃嘴 15
4 三流球队 15
4 多多姐姐 15
4 大师 15
4 斗牛士要卫冕 15
4 78 15

“一战成名欧洲杯”球队积分榜

0比7 美洲杯变成屠宰场
墨西哥队遭遇88年来最大比分惨败

凯迪拉克XT5
新美式豪华下的新基准

突破桎梏 用每个线条书写时尚

作为凯迪拉克全新设计理念的
扛鼎之作，凯迪拉克XT5在传承“钻
石切割”设计基因的思维上，跳出了
规则的桎梏。更宽大的车身，精简但
犀利的线条，设计中不失雍容的质
感，这些设计元素令XT5气派变得
极具韵味。

这样设计下的XT5创造了宽大
而流线运动的造型，它拥有全长
4812mm、 宽 度 1903mm、 身 高
1680mm、轴距2857mm的傲人身材，
由此带来了巨大的实用空间。
空间进行了优化布置，比如后排

座椅在后备箱完全放倒后，可以做到
与地板完全齐平，可以通过4+2+4后
排座椅收放组合随时调整空间；后排
座椅可以前后移动140mm，另外后
排座椅靠背还可进行最大12°角度
调节，坐姿随性而舒适。

感官与精神享受一个不少

驱使人们选择豪华品牌的最主
要因素，除了品牌，也与驾乘者的直
接体验相关。
试想一下，当把一款低配版的豪

华中级SUV开回家，却发现它没有智
能无钥匙系统、没有高品质的音响、
没有一系列智能辅助驾驶、没有驾驶
模式调节等，甚至中型SUV标配车型
本该拥有的2.0T动力也被压缩至了
与1.6T动力输出水准，缺失了驾驶的
乐趣，你的心情还能愉悦吗？
翻看XT5的配置及参数表不难

发现，即使是标配搭载的2.0T也保
证了184千瓦的输出功率和400牛·
米的峰值扭矩，保证了强劲的动力
输出和性能表现。在操控质感上，
XT5全系标配主动闭合式进气格

栅、方向盘手动换挡拨片、ETRS电
子排挡、FNC碳氮共渗刹车盘。
在移动互联领域，XT5全系标

配了凯迪拉克CUE移动互联体验、
AppleCarPlay、安吉星车载4GLTE
以及原装集成车载Wi-Fi（Car-Fi）
服务。而对于多数豪华车主关注影
音设备，XT5也标配了Bose音响系
统、ANC主动降噪静音系统，打造完
全属于自己的私人专享音乐厅。

诚意满满的价格优势

XT5用代表新美式都会风范的
全新设计，高于中级豪华SUV市场
半级的空间、动力、多达20余项动
力、安全、科技上的标准配置，全面
刷新人们的认知。
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

35.99-53.99万元诚意满满的定价。
这一价格与自家同为中型SUV的
SRX进口车型相比，国产XT5价格
最大有8.81万元的差距。即使放在中
级豪华SUV市场中来看，XT5的价格
优势也显而易见。
借助极为平易的价格和更加丰

富的配置，凯迪拉克XT5继续为“新
美式豪华”定调，并将有望改变中型
SUV市场豪华品牌的现有竞争格局。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又有什么比物超
所值更令人感到欣喜的呢？

（张煜）

100多年来，诞生于美国底特律
的凯迪拉克在汽车行业创造了无数
个奇迹，缔造了许多豪华车的行业标
准。但是，过去的荣耀无法说明当下。
2015年，凯迪拉克从底特律这

座传统的工业城市搬迁到了纽约最
时髦地段的交汇点———纽约哈德逊
广场。这次搬迁带来的绝不仅仅是
地址的变化，而是凯迪拉克充满胆
识、创新精神，又富有格调的年轻时
尚化设计理念的革新。

新美式都会SUV凯迪拉克
XT5就是凯迪拉克在这场革新之
中奉上的极具诚意和前瞻设计的一
款产品。

很庆幸，有这样一次在全然不知的情况
下，懵懂探秘。而这次探秘之旅的伙伴是全新
一代BMW X1，就其本身也足以让作为上一代
X1车主的我，颇感意外。

奥利洪岛，这个贝加尔湖上最大的岛屿，位
于贝加尔湖偏北，岛上仅有1500人口。这一天，我
们用了4个小时，一路向北，经历了公路、沙地、森
林，沿路鲜有人群，肆意撒野的感觉畅快了得。

和很多喜欢沙地冲刺、森林探险的男士不
同，我更喜欢能在笔直空旷的公路上，一望无
际的驰骋。有人喜欢极限操控的挑战，就有人
中意于欣赏风景时的轻松驾驶。

比如我。
此次寻真之旅试驾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是，在奥利洪岛经历了原始森林、草原、沙地等
地势起伏的西伯利亚探险驾驶后，200多公里
的公路驾驶更让我回味无穷。那片蓝天，万里
无云；被一条笔直公路分割两边的丛丛草地，
一望无际。公路上，车辆稀少，时快时慢，游刃
有余。教练让我们调整到运动模式，这时你完
全能感受到动力的变化，油门变得轻盈，提速
到160公里/小时就是两秒钟的事情，毫不费力。
全新一代车型上采用了智能能量管理技术，对
讲机中，教练说在50至160公里/小时的速度区
间内，ECO PRO节能模式可以让汽车实现滑
行从而节能。全新BMW X1sDrive18i搭载
1.5T发动机，油耗仅为6.1升/百公里。

在这个湖畔
BMW X1走得没有朋友

汽车，是
什么？是交通
工具，是扩大
人们生活半
径的工具，是
追逐梦想之
地的交通工
具，能伴随我
们日常，更能
带我们去更
远更美好的
地方。

这一次，
BMW 新
X1，就带我
们来了一次
极致追梦之
旅。从北京出
发，越过蒙
古，达到一个
完全陌生的
城市伊尔库
茨克。对于这
个名字大家
并不熟悉，但
李 健 那 首
《贝加尔湖
畔》 却让我
们对贝加尔
湖的那片宁
静有着梦想
般的期待。于
是，我们乘坐
了3个小时
的飞机，开了
5个小时的
车，站在奥利
洪岛的最北
端，心中掠过
一丝追逐梦
想成功的成
就感。

作为上一代X1的车主，在此之前一直自我
麻痹的得意于“后驱”。在此次试驾后，不得不
承认是我目光短浅了。
比如，前驱后，变大了。
作为专门为中国客户量身定制的车型，全

新BMW X1轴距加长了11厘米，创造了2.78米
的长轴距。相比上一代，后排的空间，绝对是颠
覆性的“大”。当然变大的不仅仅是后排空间，
对于SUV，后备箱的大小也是至关重要———加
大的后备箱空间，能轻松装下三个人的旅行行
囊。与此同时，后排座椅靠背可按 40:20:40
进行折叠放平，而且行李厢底板下还隐藏了100
升平整的储物空间，能够放下两个登机行李箱。
这在整个的旅途中，同车三人的行李毫无压力
的放置于后备箱，短暂的下车休息时也可以将
随身的背包隐藏于行李箱底板下，完全不用大

包小包的背着休息。
比如，升级后，配置高了。
作为女性驾驶者，更在乎的必然是以下装

备：驾驶辅助系统、全彩平视显示系统、车道偏
离警示系统，它们让开车这件事变得更加“傻
瓜”。而包括非接触式开关功能的后备箱、0.82
平方米的贯通式全景天窗，则可以让我们将优
雅这件事做到更加极致。除此之外，动态减震
控制系统、xDrive智能全驱动系统、限速信息系
统、防眩目远光灯辅助系统、市内行驶制动功
能的追尾和行人警告系统⋯⋯相比上一代的
X1，BMW这一次倾其所有，几乎所有好东西都
配置在这款即将大卖的SUV上了。
在奥利洪岛上的这一天，超大全景天窗，晒

进车内满满的阳光也足够让人灿烂；超大后备箱，
让同车三人的超大行李箱都从容安放，完全不占
用后排乘坐空间；超大后排空间，就算全程坐在后
排的人也不会觉得拘谨，行动自如。大，绝对不仅
仅是全新一代X1的全部，但至关重要。 （刘爱妮）

这里空无一人 撒野 正正好

大 是一种谦虚的低调

赛瓦尔松打进乌龙球的瞬间

一战成名欧洲杯每日奖品和参与方法
详见成都商报客户端

明日03：00
俄罗斯VS威尔士 CCTV5+
明日03：00
斯洛伐克VS英格兰 CCTV5

直 播 预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