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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皓”外

日本队掀翻德国战车 东亚面孔被街头点赞
卡塔尔街头巴西人与日本球迷一样载歌载舞，让人想起 8 年前的恩怨
□大河报·豫视频特派卡塔尔记者 王玮皓 文图

卡塔尔街头
无数人为东亚面孔竖起大拇指

日本队战胜德国队后，
日本球迷在卡塔尔街头狂欢。

沙特逆转阿根廷的神奇剧本，在日
本队身上又一次上演了。11 月 23 日，日
本队在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首轮 2:1 逆
转掀翻了德国战车，再次爆出了一个大
冷门。当比赛终场哨声响起那一刻，日本
队员冲入球场疯狂庆祝，现场无数日本
球迷相拥而泣，仿佛是他们夺得了世界
杯冠军。

回顾：
赛后日本队员绕场一周，向球迷致谢
这场比赛，
日本队的球迷不计其数，
而
德国球迷则有些形单影只，看台上满满全
是蓝色的身影，将现场营造成了日本队的
主场。终场哨响那一刻，记者身后的 3 名日
本球迷，两位年轻人和一位老爷爷搂在一
起，
老爷爷不停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年轻人
则不能自已，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呐喊。的
确，
从卡塔尔首秀遭遇了历史性失利，
到伊
朗被英格兰 2:6 血洗，
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一
开场就遭遇了当头棒喝。在唱衰亚洲球队
的声音此起彼伏之际，能够击败强大的德
国队，
日本球迷有理由狂喜。
赛后，德国球员悻悻离开，而日本队
员、教练组以及所有工作人员聚拢在球场
内，
手搭着肩围成圆圈，
他们也许是在总结
比赛，也许是主帅在激情演讲，两分钟后，
日本队员把手里的水杯和毛巾抛上了天，
发出了一阵欢呼。随后，日本队员绕场一
周，
向球迷致谢。
声 明
经总公司决定，北京医联众康科技有限公司鹤壁分公
司（以下简称“分公司”
）负责人已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变更，
并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在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淇滨分局
办理了分公司负责人变更登记手续。同日，启用分公司新印
章（ 新 公 章 编 号 4106110025843、新 财 务 章 编 号
4106110025844、新发票章编号 4106110025845、新合同章
编号 4106110025846、新负责人章编号 4106110025847），
分公司原有印章全部作废。自 2022 年 9 月 19 日起，未经分
公司新负责人签署或加盖分公司新印章之材料（包括但不限
于各种合同、授权书、委托书、声明书、票据等）均与分公司无
关，
对分公司无法律约束力，
特此声明。
北京医联众康科技有限公司鹤壁分公司
2022 年 11 月 23 日

医疗器械经营资质证件遗失声明
北京医联众康科技有限公司
鹤壁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611MA9G490Y2Q） 第 二
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豫申
2020120701977 号）和 第 三 类 医
疗器械许可证（豫鹤市监（械）经营
许 20210001 号）丢失，原证件作
废，
特此声明。
北京医联众康科技有限公司
鹤壁分公司 2022 年 11 月 23 日

日本足球从“50 年”计划开启了腾飞之路
看到这一幕，
记者的心里泛起阵阵酸楚，
我们与
日本有同样的面孔，
有同样狂热的球迷，
甚至是加油
助威的啦啦歌都一样，但别国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
纵情呐喊，
我们依旧只能是一个看客。
在 2005 年，
日
本足协发表了日本足球未来发展计划，也是著名的
“50 年”
计划，
中期目标是国家队到 2015 年进入世界
排名前 10位；
远期目标是 2050年争取独立主办世界
杯赛，
并借助东道主优势夺取世界冠军。
当时很多人
都在嘲讽日本痴人说梦，
但在宣言发布以后，
日本足
球开始全面建设青少年足球，并鼓励日本球员留洋
到国外联赛踢球，
从此日本足球正式开始腾飞之路。
2015 年，日本足球又拟定了“2015 年宣言”，即
在 2018 年前打进世界前 20 名、2022 年前打进世界
前 10名。
日本队上届世界杯打进淘汰赛，
淘汰赛第一
轮曾两球领先黄金一代的比利时，但遗憾最终被比
利时绝杀。
随后，
日本对这粒进球全方位复盘，
对每一
帧画面进行了解读，
从每个球员当时的心理状态、体
能状态、教练的战术布置，
甚至作出错误战术选择背
后的民族性，
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并制作了一个两
个多小时的纪录片——《罗斯托夫的 14 秒》，
因为日
本队被绝杀的那个进球，比利时队拿到球后只用了
14秒。
日本队漫画《足球小将》里，大空翼的梦想是夺
得世界杯，
这也是日本队和日本球迷的梦想。
如今，
带
着梦想的日本队在卡塔尔卷土重来，他们夺得世界
杯的目标，
从来都没有变过。
关于郑州金地滨河风华项目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公告

赛后，
记者走在卡塔尔的街头，
可
能是东亚人的面孔的关系，无数人给
记者比出了大拇指。几名身穿长袍的
阿拉伯人，见到记者就给记者一个大
大的拥抱，
“GOOD、GOOD！”并频频
点赞。而日本球迷则在卡塔尔彻夜狂
欢，大小广场上、球迷聚集地，都有他
们的身影，
球迷又唱又跳，
为这场胜利
欢呼雀跃。
有趣的是，
在德国队被击败后，
巴
西人却也在载歌载舞地庆祝。经过了
2014 年巴西世界杯一役，巴西球迷已
经与德国队结下了不解之怨，
当年，
志
在本土夺冠的巴西队却在半决赛被德
国 7:1 血洗，这个悬殊的比分被称为
世界杯上的世纪大惨案，无数巴西球
迷泪洒赛场，成为了巴西人不愿揭开
的伤疤。
比赛退场时，
记者见到了5名巴西
球迷，他们在手舞足蹈地不停庆祝，
“我们就知道德国会输，我们太高兴
了！
”
当记者问到日本队作为巴西队的
徒弟，这次在世界杯上却击败了德国
队，
想起当年那场比赛，
现在的心情是
不是舒服多了，
“ 咦……”巴西球迷立
即爆发一阵嘘声，有人给记者倒竖大
拇指，有人疯狂地挥舞着手，
“这事不
要提、
这事不要提”
。
不过，
当记者问到阿根廷队输球，
他们立即又回到了戏精附体，
“Messi Cry,Messi Cry……”一 边 喊 着
“梅西哭吧”一边做着抹眼泪的动作。
作为血液里流淌着足球的南美人，巴
西和阿根廷这对近邻在足球场上场下
谁也不服谁，双方球迷一见面就是互
相对喷，
而且还会将一些名曲
“花式改
编”，用来嘲讽对方，见到之前“死对
头”
输球，
巴西人自然是无比兴奋。
“啊梅西再见、啊梅西再见、啊梅
西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阿根廷呀，
你
们要淘汰啦，赶紧回家种田吧。”一首
老歌《啊朋友再见》，被他们演绎得淋
漓尽致。

关于郑州金地正华漾时代园项目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尊敬的客户：
您好!自 2020 年以来，因诸多不可抗力影响，您所购买的金地正华漾时代园项目
您好! 自 2020 年以来，
因诸多不可抗力影响持续至今，
您所购买的金
施工进度也遭受不利影响。为此，我司不得不向您告知：若 2022 年 11 月底不可抗力
地滨河风华项目施工进度也遭受不利影响。为此，
我司不得不向您告知： 影响能够消除、本项目能够实现全面复工复产，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项目不再受
不可抗力影响的情况下，您所购买的房屋预计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前交付、车位/储
受不可抗力影响，
您所购买的房屋预计于2023年1月20日前交付。
我司将在遵守政策法规前提下全力推进复工复产，并择期向您寄发 藏间预计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前交付。
我司将在遵守政策法规前提下全力推进复工复产，以适当的方式向您通报施工
交付通知书。因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我司深表歉意。我司将始终与您一
进展，并根据项目进度择期向您寄发交付通知书。因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我司深表
起，众志成城抗疫情，共克时艰渡难关，顺祝您阖家安康！
歉意。我司将始终与广大业主朋友们一起，众志成城抗疫情，共克时艰渡难关，顺祝
郑州悦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您阖家安康！
河南正华竹桂园置业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4 日
2022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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