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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湖美景小区项目位于邢台市
中心城区西北部， 基地周边紧邻两条

城市主干道：南侧为团结西大街，北侧为
泉南大街，西侧为自由巷，东侧为文苑路，交通

便利。 项目地块南高北低，呈缓坡状，坡度平缓。
中湖美景占地约 182.38 亩 ，项

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36.99 万㎡。 该
项目由 29 栋建筑组成，分别为高层住宅

7 栋，18 层的中高层住宅 4 栋，11 层的小高
层 8 栋，独立商业楼 8 栋，幼儿园 1 栋，社区服务

中心 1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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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杯赛程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 欧美球队各占
半边天， 法国与德国之间的较量则属于欧洲内战，这
样起码保障了会有一支欧洲球队进入世界杯四强。

法国和德国， 两支有着光荣历史的欧洲传统豪
强。

本届世界杯九十分钟常规时间内的战绩， 法国三
胜一平，小组最后一场同厄瓜多尔之间的比赛多少有
放水之嫌，日耳曼人则是两胜两平，单看球队状态，德
尚率领的法国似乎状态更佳。 齐达内之后，博格巴被
誉为法国的新王，早就坐稳了法国队和尤文图斯的主
力位置，在全世界的镁光灯下，这位黑人小伙子已经
展示了自己的天赋，并且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虽然
没有征召曼城的边路快马纳斯里， 但球队更加团结，
更像一个团队。拜仁刀疤战士里贝里的缺阵无疑是法国
最大的损失， 但里贝里的性格也决定了他是一个不稳定
因素，多少有点和纳斯里相同的味道。法国的两个边路进
攻确实打了折扣， 可在德尚的调教下依然发挥了很高的
水准，如今即将面临真正的硬仗。

德国人多少有点高开低走的感觉， 最起码在战绩上
如此， 同阿尔及利亚赛后， 更是遭到德国媒体的一致炮
轰，比赛最佳球员居然颁给了门将诺伊尔，场面由此可想
而知。希望日耳曼人，不要再沉浸于四比零大胜葡萄牙的
喜悦，而正视自己的每个对手，不放松任何警惕。 阿尔及
利亚人已经为他们敲响了警钟， 这些足坛的大佬们应该
会认真对待接下来的比赛， 德国整体实力还是要占有优
势，看好德国取胜。

（王利 张军瑜）

德法大战：

欧洲传统豪强硬碰硬

� � @ 美国坦帕大学 _ 录取顾问 Christina：
【2014 世界杯】昨天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美国
国家队虽败犹荣，挣了一堆足球粉。队长蒂姆霍
华德的精彩表现更让球迷们疯狂， 他们亲切的
叫着他昵称“提米 Timmy”,也在脸书和推特上
发起 “让提米竞选 2016 美国总统的口号 ”。
Timmy 今年 35 岁，191 公分，混血，的确超级
帅！

@ 宁波音乐广播私家车 986：据一家美国
媒体报道， 美国编剧沃顿-瑞格比正在着手将
世界杯上加纳足协紧急拨款 300 万美金奖金
的故事进行改编， 并准备翻拍成一部经典的好
莱坞大片。

@ 襄阳日报 ：【智利媒体看好未来四年 】
智利足球队在巴西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中被
东道主淘汰，结束了世界杯的征程。智利媒体又
开始新的畅想， 如果四年后智利队能够再次晋
级俄罗斯世界杯的决赛圈， 目前这支圣保利率
领的球员中的至少半数主力有望留任。

@ 养车惠：终于发现为什么那么多球迷要
去排队跳楼了。也终于搞清楚竞猜的规矩了。昨
晚买了巴西和比利时，第二天一看，结果是两队
都赢了， 那叫一个高兴啊。 结果出彩的时候看
见，竞猜的结果竟然都是平。原来加时赛得出的
结果，是和竞猜的结果没关系的啊。多么痛的领
悟……

@ 小类 2011：与世界杯的约会就要分别，
这是多么让人伤感。 好好休息珍惜最后的几场
球！ 四年一届来之不易。

@微观世界杯

� � 当 32 支球队在巴西的绿茵场上鏖战
时，在一万七千多公里以外的中国，成千上
万的球迷通宵达旦守在电视机前，为自己喜
欢的球队加油，尽管本届足球世界杯上没有
中国队的身影。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是全球体育盛事，许
多中国人的世界杯记忆始于 1978年。

“原来足球这样令人疯狂”

那一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后来被
称为“中超教父”的郎效农那时刚刚脱下守
门员手套，投身足球管理工作。

51 岁的北京公交司机程炳江就是从那
一年开始看球的。 那时，踢球是他们为数不
多的乐趣之一。1978年，邻居家买了电视，是
日本进口的三洋牌黑白电视机。

“他（邻居）跟我说，今天晚上有球，一块
儿看吧。 ”程炳江回忆说。

那是个物质贫乏的年代， 没有啤酒喝，
电视转播信号也不太稳定，他们甚至不知道

“世界杯”这三个字。“但那些比赛真让我们
大开眼界，原来足球能这样踢，人家的传球
和射门脚法那么好。 ”

同一年在古都西安，21岁的张峰通过一
台 9 英寸的牡丹黑白电视机观看了荷兰对
阿根廷的决赛，球场漫天飞舞的纸屑和传奇
射手肯佩斯飘逸的长发让他印象深刻，“足
球这样令人疯狂，男人也可以留那么长的头
发！ ”

然而程炳江和张峰都不知道，他们看的
其实并非直播，而是内地电视台从香港录制
成品隔夜播出的。

四年后，中央电视台首次直播世界杯决
赛，尽管那年 1 月国足以 1：2 输给了新西兰
队，与世界杯失之交臂。

1986年，程炳江家里有了电视机。 也是
在那一年，新华社第一次派出记者采访世界
杯。

“马拉多纳那个手球我看得特别清楚”

据新华社体育部原负责人、82 岁的章挺
权回忆，当时新华社体育新闻编辑部刚成立
两年，因为成功报道了洛杉矶奥运会，这个
年轻的部门在世界杯这个领域也跃跃欲试。
于是他作为先行者去墨西哥了解世界杯到
底是怎么回事。

坐在记者席上，章挺权第一次近距离接
触到了那些国内开始为人熟知的球星们。
“马拉多纳那个手球我看得特别清楚，”他说
到这个话题仍然难掩兴奋。“记者都叫了起
来‘handball’（手球），但是裁判在赛场另一
边仿佛听不到。 ”

“高考后的兴奋和看球的兴奋交织在一起”

1994年， 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道路，甲
A的兴起让足球有了一大批“80 后”粉丝，北
京的一些青少年不论男女张口就能背出国
安的主力阵容。

白洋觉得自己经历的世界杯里最好看
的一届是在 1998年，当时他上高三。 父母为
了让他放松没有禁止他看球，而事后他如愿
地考上了大学。“高考完就是决赛，看得特踏
实， 高考后的兴奋和看球的兴奋交织在一
起，那种感觉没法形容。 ”

2001 年，他喜欢的周星驰推出新片《少
林足球》。 他认为，这承载着中国足球崛起的
梦想。 第二年，中国队首次出现在世界杯的
赛场上。

2002年韩日世界杯，大学毕业的他刚走
上工作岗位，开始和同事朋友在酒吧和饭馆
里看球。“印象最深的是韩国淘汰西班牙进
四强的那天，韩国人彻夜狂欢，在望京的饭
馆里全场买单请喝酒， 让我们小组赛 0 分 0
进球的中国球迷情何以堪，”他说。

的确，那是中国队距离“大力神杯”最近
的一次，但是那次亮相在白洋的记忆中只是
定格在了肇俊哲击中门框的那一球。

“看球的时候可以放下面具”

“为什么喜欢足球呢？ 大概是因为那是

大众体育，参与度高，规则简单吧。 ”白洋说。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张宝

义对此表示认同。“世界杯所呈现的足球运
动被从草根和精英的各个社会阶层所乐
道，”他说，“再加之我国足球的‘中国梦’还
未实现，球迷在欣赏关注的同时，也有着一
些期待。 ”

然而看世界杯的不都是球迷。 对于平时
很少看联赛的“伪球迷”孟静来讲，看世界杯
是一种怀旧。

她一直记得 2002 年 6 月毕业前夕和同
学们晚上在食堂里抱着西瓜看世界杯的情
景。 在球迷朋友的讲解下，她记住了葡萄牙
对韩国那场令人欷歔的 0：1， 也记住了那群
紫红色的“黄金一代”和菲戈赛后坐在球场
上的落寞身影。

彼时一起看球的人们早已各奔东西，孟
静却依然保持着看世界杯的习惯。“我喜欢
葡萄牙，尽管现在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些球员
了， 对它的喜爱应该说是一种情感的延续
吧。 ”

在长春读博士的闫力松看球是为了“不
落伍”。“整个实验室的哥们聚在一起，喝啤
酒吃卤味点评球赛，平时紧张繁重的科研任
务都会抛之脑后。 与其说看的是球，不如说
是找一个难得的机会放松一下，还可以拉近
彼此的关系。 ”他说。

周杰也表示，足球是一种展现真我和血
性的运动。“赛场上的气氛会感染观众，大家
看球的时候都会很放松，可以放下平时戴着
的面具。 ”

观看世界杯， 大家有各自支持的球
队，也怀揣不同的梦想，不论这些梦
想与中国足球是否有关。

感谢世界杯，给了中国人
四年一次的期待和梦想。

“人如果没有梦想，和咸
鱼有什么区别？ ”

（据新华社电）

三十六年，中国人的世界杯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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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赛事
7 月 5 日 00：00 法国 VS 德国
7 月 5 日 04：00 巴西 VS 哥伦比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