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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关注世界杯，

一 源 清 卉 关 注

你的健康。 广告

▲了解更多专业肠道健康知识，请关注

俄罗斯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

比利时没乱，马丁内斯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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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比利时的反击厉害，但其实回

顾世界杯期间的进球，不难发现他们最

强大的还是传中和空中优势，总共 14

粒进球中有 5 个都是来自于传中和头

球，特别是在与日本队的比赛中，换上

费莱尼后比利时展现了碾压般的空中

优势。而就是从那之后，费莱尼成为了

球队首发的标配。与法国一战，马丁内

斯继续安排费莱尼首发担任“隐形”中

锋，其用意不言自明。但比赛中，面对

法国的收缩防守，左边阿扎尔继续“带

球狂魔”附体，右边的查德利犹犹豫豫

无法造成实际威胁，导致球队空有两大

制高点却得不到对友支持。比分落后，

马丁内斯终于想起传中，换上默滕斯，

却又把费莱尼拉到了左路，自废一半武

功。这还不算，没过多久又让另一位

“带球狂魔”卡拉斯科替下费莱尼。马

丁内斯战术上的摇摆不定，或许才是比

利时饮恨半决赛的主因。

时报记者 王淞

气走比利时
洛里及时神扑救

和四分之一淘汰赛一样，谁先破

门，谁就获胜，法国、比利时、英格兰，

都是这么走到半决赛的。说什么德

尚的战略筹划打败了马丁内斯的战

术技巧，属于有了结果回头再去调戏

过程。

想要先破门，要先做到不被破门。

比利时没做到，1 米 94 的费莱尼压不

住 1 米 83 的乌姆蒂蒂。乌姆蒂蒂赛后

的进球感言像是教训费莱尼：“要有靠

近球的意愿，要有很好的预判。”

比利时没做到的事，法国队做到

了。阿扎尔第 13、19 分钟的两次射

门，一次多了一个球的距离擦门而过，

一个被门前瓦拉内头皮擦了点边儿变

向飞过空门。最悬要数第 22 分钟，比

利时发角球引发禁区乱战，阿尔德韦

雷尔德转身劲射，此球对法国门将洛

里的感觉应该是，但见人群中冒出白

乎乎一团，球已飞到眼前，一直观察着

左侧的洛里瞬间腾空向右飞去，将球

扑出底线。神扑救啊。

假如这个必进球真的进了呢？谁

先进球谁赢，是不是比利时进决赛呢？

尽管如此，也当然还要承认比利

时人也有做得不好之处，阿扎尔时而

起急带球太多，不仅突破率低，还闹得

队友不知该怎么接应。进入破釜沉舟

关键时段，眼看前线高点卢卡库被困，

而球队可能需要加强高空轰炸，却把

大高个费莱尼换了下去，替补出场的

卡拉斯科脚下绊蒜，球总被断，传中没

有还耽误时间。时间多宝贵呀，留给

比利时人的时间不多啦。为什么有这

些战术布置、调整的失误？队里有卧

底，卧底叫亨利，亨利“搞破坏”，都赖

本泽马。

距离最好法国队
只差一个齐达内

现在这支法国队，三条线从人员

配置到局部战力都很强，唯一差的，就

是一个齐达内。

这影响大吗？那还说啥，差个齐

达内，影响当然大；可还有啥说的，都

到了决赛了，闷头发大财昂首向前冲

吧，再说反正决赛的对手也不是 1998

年的巴西队呀。

回顾世界杯近 50 年历史，这届世

界杯四强“最水”，四支球队仅两队曾

问鼎，有一次还是法国的。这次法国

再拿一次大力神杯，哪怕差个齐达内，

好像也够用。昨日赛场上，扫地僧坎

特无处不在的排险，解放了博格巴的

才华，他多次表现出了大局观调度，完

成高水平长传，进而进一步支撑了格

列兹曼和姆巴佩的技术与速度。

该如何给法国队的决赛前景定

调？博格巴一句冷静的普通话发言挺

准确：“眼前的喜悦要忘掉，接下来的

决赛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坚持到最后

取胜，才是庆祝的时刻。”

加油吧，法兰西！ 时报记者 陈彤

20年前，图拉姆，一个法国
黑大汉后卫挺身而出，冲向禁区
敲开克罗地亚大门将球队领进
决赛场，然后，法国第一次，也是
截至目前唯一一次夺得世界杯
冠军。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又是
后卫，还是黑大汉，乌姆蒂蒂成
支前模范，法国再进决赛。

法国足球，来吧来吧，相约
一九九八，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
华……

科学爱美别糊涂人们常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

人”。其实“变美”这事儿不仅要肯花力气，

还要会“辨是非”，掌握科学的方法才不会

事倍功半。坊间盛传着不少“美容箴言”，

今天我们就找出其中的几条与各位聊一

聊，帮助大家更正确地从“头”美到“腿”。

传言一：洗发的关键是头皮清理，所以要

多用洗发水清洗头皮

一头干净喷香的秀发会给人留下良好

的第一印象。不少女生为了追求“深层清

洁”，喜欢将洗发水直接倒在头皮上洗头。

其实这种行为大大地错啦！要知道，头皮

是仅次于眼周皮肤的第二薄皮肤，而绝大

部分洗发水又是化学制品，对头皮是会产

生刺激和伤害的，若涂抹不当还会导致头

皮毛孔堵塞。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先将适量

的洗发水倒在手心里，搓揉起泡后将泡沫

涂抹在发根处。记住，千万不要用你的长指

甲去抓挠头皮，用指腹温柔揉按就好啦。1

传言二：护牙就一定要和“甜蜜”一刀两断

在很多人心中，“糖”和“牙”就像鱼与

熊掌，不可兼得。至于汽水、甜食更是不

能碰，传说中的“可乐牙”可不是闹着玩

的。确实，凡是含有可发酵碳水化合物的

产品（例如糖和淀粉等）都有可能导致蛀

牙，但记住，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因

为龋齿的产生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1.易感的宿主，即薄弱的牙齿；2.致病的

细菌；3.适宜的底物，即容易产酸的食物；

4.足够长的作用时间，即由致病的细菌和

产酸的食物长时间地作用到牙齿，造成牙

本质和牙釉质的脱矿，最终造成龋齿。2

就拿之前提到的汽水来说，一般情

况下汽水在口腔中停留的时间很短，加

上唾液有缓冲作用，所以在保持良好口

腔卫生和饮食习惯的前提下，适量喝点

汽水并不会直接导致蛀牙。我们要做的

应该是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正确

刷牙，定期检查牙齿。

传言三：面膜最好天天用

高质量的面膜确实是肌肤“补品”，

能在短时间内激发肌肤的最大活力。但

这并不意味着面膜用得越多越好。过度

使用面膜会加重肌肤敏感，甚至引起红

肿。而且时间久了还会引起毛囊及皮脂

腺发炎，引发粉刺和痘痘。所以最好的

办法就是根据产品包装的建议频次进行

使用。当然要记得敷面膜前先做好面部

清洁工作哦。3

1《5 个错误的洗发方法，你中招了

吗？》，39健康网2014年12月2日
2《健康那些事儿》，中央电视台科教

频道，2015年
3《天天敷面膜毁肌肤，警惕敷面膜7

大误区》，腾讯时尚转自ELLE微博，2015

年9月21日 广告

时报讯（记者 王淞）张艺谋又要回归现实

题材了。本周二，他的新作《一秒钟》在敦煌正

式开机，该片也成为他继《英雄》和《长城》后又

一部在敦煌取景的影片。据悉，此次拍摄《一

秒钟》张艺谋当年的老同事参与了工作，其中

就包括曾与他合作过《千里走单骑》和《归来》

的著名编剧邹静之，“故事讲述了一场惺惺相

惜的偶遇，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看电影是国

人重要的精神享受，西北某地没赶上场的张九

声为看电影悄悄溜出农场，恰好遇到流浪儿

‘小吉林’，两人殊途同归因电影结下了不解之

缘。”张艺谋透露，张译将在片中扮演张九声，

而扮演“小吉林”的谋女郎则并未公布。

时报讯（记者 王淞）胡玫筹备十余年的

电影版《红楼梦》日前正式开机。胡玫透露，

此次拍摄《红楼梦》将启用大量年轻演员，“自

去年 9 月启动全球海选以来，我们从两万多

位报名者中选出了合适的人选。前期工作主

要是对他们进行提高综合能力的培训，包括

原著讲解、剧本人物分析、情景排练，以及古

典礼仪、刺绣、书法、茶艺、围棋等专业的学

习，力求让年轻演员从方方面面浸润到中国

传统文化生活中，忘掉自己原来的姓名，成为

真正的‘红楼人’。”

电影版《红楼梦》开机
胡玫：打造青春红楼

时报讯（记者 王晶）由于和伟担任艺术总

监，天毅执导的缉毒剧《猎毒人》开播后引发观

众热议，日前本报记者采访到导演天毅。天毅

坦言，这部剧想给大家呈现更多的人与人之间

情感的互通和碰撞。这部戏的编剧过程，也是

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因为缉毒警们讲起平常人

看来惊心动魄的办案过程时，总是语气平和、态

度淡然，似乎这只是他们的职业日常，再寻常不

过，这给了我们很大触动。”谈到徐峥饰演的毒

枭，天毅透露，“大家之前对他的表演记忆犹新，

这次的反派角色应该会令人眼前一亮。尤其他

由内而外演绎散发出的凶狠，非常到位。”

《一秒钟》敦煌开机
张艺谋重回现实题材

缉毒剧《猎毒人》导演天毅：
寻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

昨天上午，时报记者在东沽集贸市

场初见 9 岁的小怡硕时，她正临时“掌

管”货摊，售卖米面副食、调料等杂货。

此时，妈妈去给买家送货了，只有她一

人盯摊。

“闺女，给我来10块钱的鸡蛋！”一位

中年男子吆喝着。“好嘞！”小怡硕麻利地

抽出一只塑料袋，用手捻开，将鸡蛋轻轻

放入，然后拎放到电子秤上。“呦，还差一

个！”秤满后，她接过钱，递过货，快速把钱

放入柜台下的抽屉里。一切都是那么地

轻车熟路。“买 10 块钱的鸡蛋，4 块钱一

斤，给客户秤多少？”“两斤半！”记者现场

考了考小怡硕，她略微思索便脱口而出。

“你帮妈妈卖货，货品的价格知道吗？”“一

般都知道，不知道的就问旁边货摊的叔

叔、阿姨。”小怡硕说。

上午，买家不算多，妈妈很快回来

了。小怡硕依旧紧盯在货摊附近，如果有

客户前来，她就会上前帮妈妈过秤、收钱。

妈妈段梅霞告诉记者，老家在山东乐

陵，丈夫是大车司机，早出晚归，很少能照

顾家里。小怡硕是自己的二女儿，由于双

方老人年事已高，无法在老家照顾两个孩

子，所以小怡硕 3 岁起，她便自己带着。

最初，她在市里南开区一处市场开肉铺，

小怡硕也十分懂事，从一年级开始就知道

帮妈妈掌管摊位。

一年半前，她们举家迁到东沽，孩子

也到附近的师大附小滨海学校就读。一

到假期或者周末，小怡硕就会准时来帮妈

妈。“除了盯摊卖货，有时实在忙不开，我

也会让她上门送货。”段女士说。“怎么

送？不怕找不到地址吗？”记者问小怡

硕。“近的一般都没问题，如果远一些，就

让妈妈记在纸上。”她回答道。

记者注意到，在她看守的货摊里

间，有一张胶合板和一个乳白色塑料袋，

袋里装着书本和暑期作业。卖货间隙，她

会坐在那里，认真完成自己的暑假作业。

段女士告诉记者，虽然女儿一直帮自己照

顾买卖，但学习成绩却丝毫未受影响。今

年二年级期末考试，女儿语文100分、数

学99分。

说起要帮妈妈的初衷，小怡硕向记

者敞开心扉：“妈妈太辛苦了，为照顾摊

位，每天6点半就要起床，晚上10点半才

赶回家。”

说起小怡硕，相邻摊位的杨大姐满

口称赞：“我们都很喜欢她。这么小的年

纪就知道体谅家人，很值得其他的孩子

学习。” 记者 韩春霞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近日，大港街三春

里社区的居民致电本报热线电话称，因为树杈

长得过长，有风时会打到住户的护栏和窗户，

同时，树木生长过于茂盛，影响低层住户采光。

记者日前来到大港街三春里社区，发现小

区内的树木多高大粗壮。在39号楼旁有4棵

枯树，树杈已经伸进了住户的护栏。但凡有点

风吹草动，树杈敲击护栏的声音就会影响居民

的正常休息。像这样的情况，记者在小区内发

现多处。“我家在一楼，常年看不见光。”一位居

民表示，由于树木生长过于茂盛，部分低层住

户常年见不到阳光。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天津石化华益物业，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收到居民的反映，树木

的修剪工作正在相关小区中逐步进行。“这属

于共性问题，我们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地修剪，

一直没停。”工作人员表示，相关人员正在逐步

进行修剪，望居民耐心等待。

时报讯（记者 张玮）“路上竟然有几匹马

经过，没人牵着没人管，有匹马还撞到了我的

车，到底什么情况？”昨天13:20左右，有市民报

料称，在滨海新区北塘大街的机动车道路上出

现了几匹马。这几匹马在马路上悠闲地行走，

全然不顾旁边路过的机动车。

报料市民称，五六匹没有拴着的马“大摇大

摆”地出现在北塘大街附近，前后也没有赶马的

人。家住北塘某社区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她

每天都要骑自行车经过北塘大街。“已经不止一

次看到有马匹从路上经过了，每次看到这些马，

我们骑车的人都得绕道躲着走。”刘女士说。

记者为此联系了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称，这些马匹是北

塘附近包克图风情园饲养的，主要针对游客开

展餐饮娱乐骑行项目。他们已对马匹负责人

进行了相关教育，要求他们在规定区域放马，

不得再将马匹私自放到马路上影响城市交通，

今后相关部门也将对此进行严格监管，确保不

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树木繁茂惹人恼
居民期盼快修剪

马儿遛马路
实在有点险

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她的所有假期都在集贸市场里陪妈妈度过

9岁“小掌柜”假期练摊
只因“妈妈太辛苦”

暑假来了，孩子们或在家里悠闲
地吹着空调、看着电视、玩着手机游
戏，或是报班学习、出门旅游。但天
津师大附小滨海学校二年一班学生
赵怡硕的暑假却很不同——陪妈妈
“练摊”，当货柜的“小掌柜”。记者了
解到，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她的所
有假期都在集贸市场里陪妈妈度过。

问：“每天帮妈妈卖货，不厌烦吗？”

答：“有时会感觉无聊，实在无聊，妈妈

就让我出去跟市场里的小伙伴玩一会儿！”

问：“帮妈妈卖货出过错吗？”

答：“没有，这些小账都很简单！”

问：“你卖货送货，不担心算错账或

者安全问题吗？”

答：“不用担心，叔叔阿姨对我很好！”

问：“你的成绩很优秀，特别喜欢数

学，跟经常帮妈妈卖货有关系吗？”

答：“嗯，可能有一些关系。”

问：“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答：“想做一名老师，去教更多的

孩子。”

对
话

记者记者 韩春霞韩春霞 摄摄

法国：冠军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