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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90后”的内马尔、姆巴佩注定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的
主角时，他们如想追赶梅罗生涯的成就，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要走。

或许很多年后，当我们满头白发时，看着自己的孩子带

着他们的孩子，在为某一个球星惊叹不已时，我们会微微一
笑地说，没有火过十年的球星，千万不要说他们是球星，因为
他们比起2008-2018年的“梅罗”，还差得远。那一刻，你我才
会明白，我们见证了怎样一个风华绝代的“梅罗十年”！

阿根廷与葡萄牙双双告负
“梅罗时代”画上缺憾的句号

据新华社索契 6
月 30日电 当不到 20
岁的姆巴佩能在一场
世界杯比赛打进两球，
追平“球王”贝利在60
年前的纪录时，梅西和
C罗———这 对 将 天 赋
和成就展现到近乎完
美，前所未有地垄断足
坛“男一号”长达10年
的“绝代双骄”，却在同
一天无奈告别从未征
服过的世界杯舞台。而
当大家明白这是他们
还能以巅峰状态去冲
击最高荣誉的最后机
会时，带给这个时代无
数经典、那个世所罕见
的“梅罗时代”，或许将
在国家队的层面，画上
一个令人惋惜却又带
着缺憾之美的句号。

梅罗的时代

回顾这10年， 梅西和C罗对 “金球奖”和
“世界足球先生”的垄断，曾一度让人感到审
美疲劳， 也为同时代曾经辉煌却无法得奖的
哈维、伊涅斯塔、里贝里等人鸣不平。但真当
他们的世界杯征程戛然而止时， 你却突然发
现，已经31岁的梅西和33岁的C罗，虽然容颜
变得有些沧桑，但他们的天赋、自律和对比赛
永远充满热情的目光，与10年前相比，竟不曾
减退半分。

正因为如此，世界足坛的“更新换代”，才
被他们延长到了一个极其罕见的地步。 而见
证了这个时代的球迷，才有幸看到了，那无数
次———长途奔袭的动人心魄、 连过数人的技
惊四座、电光石火的巧妙配合、“逆天倒钩”的
不可思议、“泰山压顶” 的高空头球……以及
世所罕见的从20岁踢过30岁时还能平均每个
赛季持续打进接近30个球的稳定！因此，这个
时代的“众星捧月”，不能怪其他球星不努力，
只能怪“梅罗之争”太精彩！

梅罗的遗憾

四年后， 不敢奢望梅西和C罗还能同时
出现在世界杯赛场， 因此6月30日的这两场
球，或许将成为他们二人的绝唱。其中，C罗
在对抗乌拉圭队的较量中， 用葡萄牙队主帅
桑托斯的话说，“他已经做到了能做的一切”。

相比而言，C罗比梅西是幸运的，因为他
毕竟和全队战术融为一体， 也捧起过证明他
国家队生涯足够伟大的欧锦赛冠军奖杯。可
梅西和阿根廷最令人惋惜的是， 他们依然无
法踢出外界对他们所期待的全部实力。 主帅
桑保利赛后说， 为了使用好世界上最好的球
员梅西，全队围绕着他，制定了许多不同的战
术，为他创造空间，几乎使用一切办法，让他
去做他能做的，“但有时成功了， 有时依然没
有”。可见，梅西的兼容问题还是未能解决。拥
有包括梅西在内的四大顶级射手， 却无法踢
出战术清晰、赏心悦目的攻势足球，去征服世
界，恐怕是梅西和与这一代阿根廷球员，生涯
最大的遗憾！

球评 时光难掩的风华绝代

（上接1版）限期10日内整改到位。
因整改工作量较大， 整改要求较

高，6月15日， 佐仕公司主动向高邮经
济开发区党工委、 管委会及市环保局

提出申请，自2018年6月16日起停产整
治 。据了解 ，公司停产以来 ，已经对厂
区的环境进行全面清理整治， 危险废
物和一般工业固废已进行分类及时入 库，生产车间安装了吸尘装置，同时在 企业污水处理池安装了安全防护栏 。

按照规定及时申报登记了危险废物 ，
对存放危险废物的仓库地面进行了防
渗透处理。

佐仕公司副总经理刘静章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停产整改，从眼前看虽
然损失较大，但从长远看，企业唯有做
好环保工作，才能树立良好形象，增强
产品竞争力。

算长远账 企业主动停产整治

（上接1版）
“江阳路、渡江南路在历史上一直

都是扬州主城重要道路，其中江阳路还
曾是老328国道，通行量大，急需提档升
级。”杨步云介绍，同时江阳路、渡江南
路、开发路穿扬州主城区而过，又串联
高速、国省干线，结合城市东南片区改
造提升， 实现了工程综合效益最高、对
沿线市民影响最小。

一组测算数据实实在在说明了
“近”： 城市南部快速通道距离文昌阁
1.8公里、距离个园2.8公里、距离瘦西湖
3公里。古城居民经南通路、渡江路，不
到十分钟就能驶上快速路；外来游客下
了快速路， 仅仅10分钟就能到达东关
街、瘦西湖，再也不见“老城堵”，回首只
赞“老城畅”。

最多 隧道占比超过
1/4，有效保护古城风貌

定了城市南部快速通道穿主城而
过的线形方案后， 又一个问题接踵而
至———如何才能最大程度保持扬州古
城的风貌？

“城市南部快速通道基本都在主城
区范围内，沿线的渡江路、荷花池路等，
还穿古城区而过。既要搞好快速路的建
设，普惠沿线百姓，又要考虑古城保护，
保证扬州古城风貌不被破坏。” 杨步云
介绍，在这样的情况下，项目一改快速

路以高架桥为主的建设“惯例”，结合扬
州实际情况， 最终选择在远离主城区
处，采用高架的形式与国省干线、高速
相连，而主城区则采用“隧道+地面”形
式，不影响城市面貌。

驾车从城南快速通道的西起点八
字桥互通向汤汪互通方向行驶，沿路一
共要经过五个隧道， 分别是邗江路隧
道、扬子江路隧道、荷花池隧道、渡江南
路隧道以及开发路隧道，五座隧道的长
度相加达4.6公里， 占全线长度的四分
之一以上，是目前扬州隧道占比最多的
道路，在地级市快速路建设中也十分少
见。

隧道多， 带来的施工难度也就更
大。城市南部快速通道的隧道中，最长
的当属扬子江路隧道， 全长达1195米。
不仅如此，由于和江阳路相接，在保证
交通通行的前提下开展隧道施工，成了
工程施工中的一个难点。“我们经过多
次比选论证，最终采用了盖挖法与明挖
法相结合的方式，对交通量较大的路口
进行隧道施工。” 项目现场指挥部工程
处副处长凌定祥介绍，明挖法就是在路
上直接开挖施工，而盖挖法就是先把道

路围挡起来一部分， 预留交通通行空
间，在围挡内封闭打桩，之后做一个路
面上的盖板，解除围挡，施工在盖板的
支撑下进行，而车辆正常在盖板上方通
行，互相不影响。

采用这种方法， 交通量较大的扬
子江路、 渡江南路以及荷花池路隧道
都安全有效地实现了 “边施工边通
车 ”。如今 ，五座风格各异的隧道犹如
时光通道一般，带领驾乘者穿越古城，
串联起古城风景， 领略扬州古城历史
风貌。

最宽 双向12车道，道路
提速后，行车更畅快

城市南部快速通道，最关键的便是
快速。通过这条路的建设，要实现提速
的目的。

“想要速度快上去，道路的路宽是
前提条件， 这条路主线全程不设红绿
灯，只要道路宽度上去了、路况上去了，
车辆通过的速度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项目现场指挥部
副指挥丁泽民介绍，这条路的“前身”是
G328加部分主城区道路，道路等级较低

且路宽条件较差，最窄的道路仅30米左
右，最宽也不过50米，“如果按照这样的
原始条件来打造，路宽不改善，很难达
到‘快’的目标。”

怎么才能让道路通行快起来？必须
增加路宽！在这样的思路下，一条双向
12车道的快速路跃然纸上。如何让这条
宽敞的道路落地？几经考虑，方向仍然
指向隧道加地面的形式。“地面部分，通
过量体裁衣的线形设计增加路宽，而隧
道在地面以下，可以完全满足双向12车
道的路宽条件。”丁泽民介绍。

“从之前的35米宽、6车道，到现在
平均70米宽、双向12车道，最宽处达到
79.5米，城市南部快速通道的路宽实现
了翻倍，成为最宽的城市道路。随之而
来的是，通行时间也实现了大幅度的节
省。”丁泽民介绍，除此之外，工程还有
地面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满足各类交
通出行方式的需求。

路宽了，速度上来了。昨天记者驱
车体验，12分钟就从八字桥互通到达汤
汪互通，而此前同样的距离，受道路条
件、拥堵状况等因素限制，驾车走一趟
保守估计需要1小时左右。

最大 城市最大互通群
可实现各类路网快速转换

如果说城市南部快速通道是一条
横穿扬州城区的“蛟龙”，那么，运河南
路互通就是这条蛟龙“盘龙迸发”之处。
从空中俯瞰运河南路互通，“环环相扣”
的立交桥最高处达28米，8个匝道实现
了4个方向的互联互通，十分壮观。

“这个互通与沪陕高速汤汪互通、
328国道互通形成一个互通群， 不仅仅
是扬州目前最大的互通群，在全国地级
市城市路网中也不多见。”杨步云介绍，
这个互通群有效地实现了城市快速路、
国省干线、高速路网的快速转换。

更具特色的是，运河南路互通毗邻
大运河这一国家级水上要道，加之高速
公路、328国道这两个国家级公路，三邻
“国家级”交通要道，在快速路互通中也
不多见。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我市计划对汤
汪互通、开发路大桥进行提升改造，同时
城市南部快速通道未来将通过463省道
一直延伸到沿江公路， 这个互通群将成
为我市东南片区的交通“中转站”，发挥

互联互通功能，极大地改善交通环境。
这个互通群也正是近年来我市交

通建设“超前谋划、成网成环”布局意识
的体现。

近年来，我市秉承“开城先开路”发
展理念，对外，江海高速、江六高速、宿
扬高速陆续通车，随着五峰山过江通道
公路连接线2020年建成，我市“一环七
射”高速公路网将如期圆梦，实现市域
范围内所有县级节点通达高速公路，着
力突破过江通道不足、枢纽不畅、局部
瓶颈路段制约， 支撑对外运输快速化、
便利化。

对内，城市南部快速通道的建设也
拉开了城市快速路网建设的大幕。就在
城市南部快速通道全线开放交通的同
时，包括润扬路、运河南北路、江平东路
快速化改造，以及江平西路、江平东路
东延、新万福快速路等项目在内的城市
快速路网建设二期工程也正式启动。根
据计划，除江平东路东延项目外所有项
目计划2021年4月18日前建成开放。届
时， 主城区将建成 “1-2-3交通圈”，市
民、游客驱车在主城区任意节点10分钟
就可以进入快速路，快速路环内任意两
点间实现20分钟通达，高速公路环内任
意两点间做到30分钟通达，“外高内快、
主次匹配、枢纽居中、快连快通、好行好
停、高效舒心”的现代化市内交通体系
将全面形成。

蛟龙腾跃起 贯通东与西

墨西哥难挡巴西晋级
今夜明晨，世界杯16强战将迎

来巴西与墨西哥、比利时与日本的
对决。

墨西哥应该会给巴西队制造
不少麻烦。纵观两队交战史，桑巴
军团巴西队占有绝对优势，目前这
支巴西队尽管夺冠呼声很高，但与
大罗小罗时期相比仍有不小的差
距。当然，面对墨西哥，巴西队还是
有破门取胜办法的。墨西哥在小组

赛前两场踢得干净利落 ，效
率非常高， 但到了小组赛末

轮仿佛不会踢球了， 差点没出线。
如果墨西哥心态还没摆正的话，巴
西就会胜得很轻松。

比利时与日本的对决应该是
16强战中实力悬殊最大的一场比
赛。夺冠大热门比利时从小组赛开
始就强势碾压所有对手，日本队此
番必然凶多吉少。比利时每个位置
上都有才华横溢的球员，犀利的进
攻和强悍的防守，令每个对手都不
寒而栗。日本队晋级16强已经幸运
之极，唯一能够让日本队奋起的就

是他们能否知耻后勇，他们在小组
赛末轮最后十几分钟消极比赛，让
他们也让世界杯蒙羞。 本报综合

环镇健身跑 跑出幸福感
高邮临泽社区第三届环镇健身跑开跑

本报讯 （史德元 万殿鑫 翟大林） 日前，高邮临泽镇临泽社
区“奔跑吧，临泽”第三届环镇健身跑开跑。

参与健身跑活动的有镇党政领导、 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和社区、
共青团、妇联、居民代表以及个体工商户等300多人，健身跑路线从
临泽社区开始，途经安乐寺、红色广场、合心大道、菱湖庄、临川河风
光带、生态体育公园、镇南路、东方超市、建设路，终点是镇市民中心
广场，串起了镇区美景，行程约6公里。

环镇健身跑活动激发了社区广大居民热爱家乡、建设社区、文
明创建的热情，有助于提升居民健康水平。

相
惜

前
瞻

今夜明晨·赛程

2日 22:00
巴西VS墨西哥
3日 02:00
比利时VS日本

扬州队首次参赛获佳绩
省运会群众项目毽球比赛在张家港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朱萍 记者 张孔生）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群
众项目毽球比赛日前在张家港市体育馆举行。经过激烈角逐和奋勇拼
搏，我市代表队获得女子组二等奖、男子组三等奖的好成绩，并获得
“道德风尚奖”。

毽球比赛是今年列入省运会群众比赛项目的三个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之一，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体育局主办，苏州市民宗局、
苏州市体育局承办。全省11个城市的21支队伍（男11支、女10支）参加
比赛。我市首次组队参加毽球项目比赛，虽然队员年龄平均近50岁，但
精神可嘉，经过顽强拼搏依然取得了不俗佳绩。 居民参加环镇健身跑。扬州毽球队在比赛中。

门神“真神”
莫斯科打赢“保卫战”
科克和阿斯帕斯点球被扑出，“斗牛士”再输东道主

俄罗斯世界杯今晨迎来第一场加时赛和点球大战

北京时间7月1日晚10点，俄罗
斯世界杯第3场1/8决赛在莫斯科
的卢日尼基体育场打响，以B组头
名晋级的西班牙对阵东道主俄罗
斯。 这是西班牙队史第4次在世界
杯赛场遭遇东道主，斗牛士军团还
未取胜过。

上半场第11分钟，西班牙利用
任意球机会取得领先，阿森西奥开
出禁区外右侧任意球至禁区，伊格
纳舍维奇在贴身防守拉莫斯时不
慎将球挡进了自家大门，这是东道
主本届世界杯攻入的第2粒乌龙
球。第40分钟，俄罗斯利用点球机

会将比分扳平， 久巴主罚一蹴而
就。

下半场双方易边再战。双方均
无建树，90分钟战罢， 双方1：1战
平，比赛进入加时赛，这是本届世
界杯首场加时赛。

加时赛结束，双方依然平分秋
色，比赛进入本届世界杯第一场点
球大战。最终，整场比赛表现神勇
的俄罗斯门将阿金费耶夫扑出了
西班牙队员科克和阿斯帕斯的点
球。东道主俄罗斯以点球4：3、总比
分5：4淘汰西班牙，打赢“莫斯科保
卫战”，昂首进入八强。 本报综合

俄罗斯队员欢庆胜利。

俄罗斯队球员在比赛后庆祝胜利。

俄罗斯队守门员阿金费耶夫用脚踢出西班牙队阿斯帕斯的点球。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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