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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帮问

1 市图书馆什么时候开馆？
借书逾期怎么办？

本报讯（记者杜挺勇）“路边
两个停车位离小巷口太近，停车
后影响视线，存在安全隐患，居民
们反映看能否取消……”近日，市
民李先生向“焦我办”平台反映了
诉求，市公安交警支队迅速核查
情况，及时行动处理。

李先生是一名社区网格员，
在太行路旁的司法局小巷居住，
反映两个停车位的设置存在安
全隐患。接到李先生的诉求后，
12月2日上午，记者来到现场进
行查看。司法局小巷南北走向，
在太行路北侧。记者看到，小巷

和太行路交叉口东北角的非机
动车道上设置有两个机动车停
车位，车位离巷口很近。太行路
北侧的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由东
向西行驶，居民出小巷由北向南
行驶，当天停车位上有一辆小货
车和一辆轿车，确实影响双方视
线。

“车位上的机动车挡住视线，
会引发事故……”李先生称，“上
周，一辆电动车在巷口撞上了出
小巷的机动车。小巷内各家属院
有500多户，巷内一个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马上就要营业，将来老

年人多了，这种情况会更危险。
居民们希望去掉两个停车位，或
在附近稍远的位置设置。”

当天，记者和市公安交警支
队联系，介绍了具体情况。市公
安交警支队迅速反应，当天下午
相关科室民警到现场进行查看。
核实情况后，12月3日上午，交警
部门安排施工人员，将小巷口两
个停车位及时取消，调整了位
置。“感谢‘焦我办’平台，感谢交
警部门快速处理……”12月3日
下午，李先生和记者联系表示感
谢。

市图书馆答复：由于
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市图
书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指
挥部要求实施闭馆，目前
还未开馆。开馆时间一旦
确定，将会第一时间通过
市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
发布。

针对闭馆期间出借图
书逾期情况，市图书馆不
作逾期处理，待恢复开馆
后，读者可持读者证与外
借书籍到馆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图书将不影响读
者证的正常使用。

本报记者 赵改玲

本报讯（记者李征）近段时
间，各式各样的“囤药清单”在微
信朋友圈及各大社交平台上疯
传。囤这些药到底有没有必要？
医生提醒市民莫跟风。

记者看到，这些清单里除了
常见的连花清瘟、感冒灵颗粒、小
柴胡颗粒等药品外，还有呼吸机、
制氧机、血氧仪等医用设备，很多
网友留言表示为了心安也要按照

清单一一囤起来。对此，记者采
访了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
科主任赵宇亮。

“家庭可以适当备一些布洛
芬、泰诺等药物，至于网上传的清
单上的其他药物，就没有必要准
备。”赵宇亮表示，无论西药还是
中成药，都要讲究对症下药。“秋
冬季是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如果
身体已经出现不适，特别是发高

烧，一定要立即去发热门诊就
医。千万不要根据网上说的自行
诊疗，以免耽误病情。”赵宇亮说。

除了囤药外，还有人囤医疗
器械。对此，赵宇亮提醒，如果不
合理使用的话，可能会耽误病情，
所以不建议购买家用呼吸机、制
氧机等。如果真的需要用的话，
也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本报讯（记者杨珂）根据当前
疫情防控形势，为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
权利和申诉信访渠道畅通，12月5
日起，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和信访接待场所的立案、开庭、
听证、案件查询和信访接待等诉讼
活动，由原来的“线下+线上”办理
模式转成“线上”办理模式，请广大
市民不要跑空趟。

据介绍，疫情防控期间，当事
人和群众可通过人民法院律师服

务平台、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人
民法院调解平台、人民法院在线
服务微信小程序、12368热线电
话或者邮寄等方式，办理立案、提
交诉讼材料、案件查询、法律咨
询、反映信访诉求等事项。法院
工作人员将认真办理群众网上诉
讼服务和来信反映事项，依法及
时就地解决好各类矛盾纠纷，切
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合法诉
求。

法院开庭、听证等诉讼活动

原则上采取线上方式进行，具体
开庭时间、方式，案件承办法官会
主动与当事人联系。当事人、诉
讼代理人因疫情防控影响参加诉
讼的，可主动申请延期。疫情防
控期间，拟到该院旁听案件庭审
的，可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在线
观看。

线下诉讼活动恢复时间将根
据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另行通知，
广大市民如有疑问可拨打电话
3387760、3387291咨询。

本报讯（记者李征）目前，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正在火热
进行中，由于时差原因，有些球迷
会熬夜看比赛。“如果连续几天高
强度观看比赛，当心患上视疲劳、
干眼症等。”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
三科科室主任、主任医师顾冰提
醒，看球要科学规划时间，不要过
于激动，有基础病的市民更不宜
过度熬夜看球，当心患上“世界杯
综合征”。

“最近都是熬夜看球，尤其是

看到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心都
要碎了。”市民郭先生说，自从喜
欢的球队爆冷门输了后，他感觉
很沮丧，提不起精神。每当躺下，
郭先生脑子里就会复盘那场不如
意的球赛，很难入眠，上班的时候
也心不在焉。

球迷赵先生情况也类似。他
本身患有高血压，那几天热门球
队接连爆冷门，他的心理防线有
点崩塌，血压也是噌噌往上涨。

比起前面两位，市民刘先生

的情况更糟。因为熬夜看球，他
眼睛干涩难忍，经常莫名其妙流
眼泪，医生诊断是急性视力损伤。

顾冰提醒广大球迷，观看比赛
每隔半个小时要起来走动，尤其是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患者更应
如此。“三高”患者要按时服药。

另外，市五官医院眼科东区
主任吴震也提醒各位球迷小心干
眼症。吴震建议看比赛时注意眼
部休息，尝试按摩眼部穴位，以缓
解眼部疲劳。

市民呼吁调整停车位设置

交警部门迅速行动解决问题

熬夜看球，当心患上“世界杯综合征”

马上提醒

网上传的“囤药清单”靠谱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今起诉讼信访事务转为线上办理

读者来电咨询：市图书馆于10 月16 日
临时闭馆至今，什么时间开馆？借的书逾期
没法还怎么办？

2 诉讼费
可以线上申请退费吗？

市中级人民法院答
复：为方便当事人申请诉
讼费退费，12月 1日起，
焦作市两级法院开启诉
讼费线上退费业务。

具体操作如下：第一，
打开河南法院诉讼服务
网（http://ssfw.hncourt.
gov.cn），登录个人账号
（首次登录需要注册），点
击“网上立案”。第二，在

“网上立案”页面点击“申

请退费”。第三，在“申请
退费”窗口中选择退费案
件，并点击“下一步”。第
四，填写退费相关信息，生
成退还账户确认书，上传
当事人身份证明、授权委
托书等材料并提交，即完
成网上退费申请操作。

网上退费申请操作完
成后，请等待承办法官审
核即可。

本报记者 杨 珂

市民陈先生咨询：之前申请诉讼费退费
需要到法院办理，现在因为疫情无法到法院
申请退费，能进行线上申请退费吗？

3 武陟县三级篮球裁判员证
如何考取？

市篮球协会答复：由
于疫情原因，近期篮球裁
判员培训班暂停，何时恢
复会在市篮球协会微信公
众号公布。

因为三级篮球裁判员
证和二级篮球裁判员证合

并，正常情况下，考生可直
接参加市里的二级篮球裁
判员培训班，进行理论和
业务学习。二级篮球裁判
员证书每年下半年进行评
定考试，分为面试、笔试两
部分。本报记者 赵改玲

读者来电咨询：我是一名业余篮球爱好
者，特别喜欢篮球，平时也会做些业余篮球
比赛裁判工作，但一直没有篮球裁判员证。
想咨询一下武陟县三级篮球裁判员证什么
时候考试、怎么考取？

球迷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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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开大合的进攻，没有长
途奔袭的激情，甚至连控球也不要
了……但是，这支似乎“不像荷兰
队”的荷兰队，却依然掌控场上局
面，用冷静“阅读比赛”的能力、默契
的配合、高效的反击，以3∶1的比分
送走了美国队，成为卡塔尔世界杯
第一支晋级八强的球队。

荷兰队在16强赛上的这场胜
利，有太多的技战术表现耐人寻
味。首先，堪称战术大师的荷兰队
主帅范加尔，面对冲击力强、速度
快、年轻的美国队，可能赛前已经想
到对手会以高强度的高位逼抢，逼
迫整体实力占优的荷兰队犯错，从
而断球后打反击，实现以弱胜强。

可在比赛中，荷兰队似乎反其
道而行之，不要控球，站位靠后，让
美国队主导球权，自己却打起了防
守反击。这使得全场控球率更高的
美国队在冲击力和反击上失去一定
威力，主要通过阵地战展开攻势。
但是，由于核心球员普利西奇被重
点盯防，其他球员射门欠缺精准度，
美国队攻势总体“雷声大、雨点小”，
基本处于荷兰队防线的笼罩下。

其次，范加尔在2014年世界杯
时就研发出的、专门克制西班牙队
的“三中卫+双翼卫”的352阵型，经
过本届世界杯四场球的磨合，渐入
佳境。

其中，统领后防的世界顶级中
卫范戴克堪称“荷兰支柱”，是整个
体系的核心，多次用关键解围阻挡
了美国队射门和最后一传。在他身
旁的阿克同样来自英超豪门，二人
间补位、协防日趋默契。考虑到替
补席上还有另一名世界级后卫德里
赫特，荷兰队“三中卫”体系的稳健，
将是在后面比赛中持续抗压、迎来
制胜时刻的关键。

此外，兼顾边路攻防的“双翼
卫”布林德与邓弗里斯，是本场比赛
一大亮点。首个进球前，荷兰队从
后场到前场已有20脚左右的不间断
传球，其中不乏一脚出球，体现了攻
防转换的速度和精准度，以及整体
的默契。送出最后妙传的，正是跑
位和前插及时的邓弗里斯，他用一
个教科书般的边路横敲，令中路包
抄、拍马赶到的德佩，获得了最舒服
的射门位置。

随后两个进球，则是“双翼卫连
线”的杰作。分居左右两翼的布林
德与邓弗里斯，用赏心悦目的传球
线路，互相“喂饼”，各入一球，这让
往往是重点盯防前锋的对手，防不
胜防。

以上是荷兰队看似被动、实则
心中有数地赢得比赛的部分原因。
但随着对手变强，特别是8强战将遭
遇夺冠热门阿根廷队，范加尔带领
的球队面临的问题也已显现。

比如，马滕·德容恩与弗朗基·德
容搭档的双后腰，虽能给防线带来
保护，但在中前场组织上略显不足，
这使荷兰队或将继续放弃球权、主
打反击。可当对手变强时，这样的
战术存在着不确定性。

此外，范加尔依然受到外界质
疑，他的队伍被贴上“沉闷”的标签。
不过，这位71岁的世界名帅表示，与
2014年世界杯时相似，目前对荷兰
队的负面评价依然不少，但他们“将
冷静地继续走已经走上的道路”。

这表明，对“范式荷兰”来说，
“胜利足球”就是“美丽足球”。

（据新华社多哈12月4日电）

新华社多哈12月3日电 巴西队
3日宣布，在球队2日与喀麦隆队比赛
中受伤的前锋热苏斯和边后卫特莱斯
无法及时康复，将退出本届世界杯剩
余比赛。

“特莱斯和热苏斯接受了核磁共
振检查，确认伤势无法及时康复，不能
参加卡塔尔世界杯剩余赛事。”巴西队
在公告中表示。目前巴西队正遭遇较
为严重的边后卫伤病危机，除了特莱

斯外，另外两名边后卫达尼洛和桑德
罗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

此外，巴西队头号球星内马尔能
否出战5日与韩国队的八分之一决赛
尚存疑问。在小组赛首轮受伤后，内
马尔缺席了球队后两轮小组赛。有多
家媒体表示，他的伤情比预想中严重，
或将缺阵更长时间。巴西队则表示，
将在3日训练后对内马尔的伤势恢复
情况和出场可能性进行评估。

世界杯，一群正值当打之年的热血青
年为了国家的荣誉、为了热爱的足球事业
正在赛场上一争高下，而一群三四十岁、
本该退役的“老男人”也出现在了世界杯
赛场上，同样也在拼搏。

早些年，足球运动员的运动生涯相对
短暂，能在球场上“战斗”到 35 岁非常少
见，过了30岁就算是“老将”了。

“荷兰三剑客”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活跃在世界足坛的三名荷兰足球运动员，
分别是司职中锋的范·巴斯滕、司职攻击中
场的古利特、司职后腰的里杰卡尔德。三
个人分别坐镇球队三条线，率领当时的荷
兰队所向披靡、名震一时。“荷兰三剑客”共
代表荷兰国家队参加了两届欧锦赛（1988
年、1992年）和一届世界杯（1990年），帮助
荷兰国家队夺得1988年欧锦赛冠军。

这三名球员中，里杰卡尔德和范·巴
斯滕两个人分别在33岁和31岁运动生涯
的成熟期、巅峰期被迫退役，原因都是“伤
病”。尤其是范·巴斯滕最为可惜，他在
1988年欧锦赛决赛场上，打出一记“零角
度”凌空射门惊艳世界，并帮助荷兰队夺
冠，此进球作为正式赛场上首个“零角度”
射门得分被记录在案。唯一撑到 35 岁退
役的古利特，期间因多次严重受伤无法上
场比赛，运动生涯一直不连贯，个人和所
代表球队的成绩都受到了影响。

反观近些年，一些球员的运动生涯慢
慢在增长，超过30岁的球员大有人在。

与之前的球员相比，现在葡萄队中37
岁的 C 罗和 39 岁的佩佩，堪称球场“老
妖”了。此外，没有进入本届世界杯正赛
的瑞典队，其国脚伊布拉西莫维奇至今仍
以 41 岁的“高龄”征战意甲，并且在 2021
年意甲第3轮，40岁的伊布还创下意甲最
年长外援进球纪录。如果瑞典国家队能
进入本届世界杯正赛，大概率他会再披国
家队战袍，因为在2021年，40岁的他事隔
5年又一次进入了瑞典国家队大名单。

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足球“老baby”
出现在各级比赛场上？这要得益于越来越
严格的球场执法。其中，比较典型的规则
是“禁止背后铲球”，这个规定在 1997 年
的联合会杯试实施，1998年法国世界杯正
式实施。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此前曾多
次呼吁裁判，应严惩赛场上背后铲球的行
为。根据国际足联的调查，目前球员的膝
盖和踝骨受伤，60%是因为背后铲球所
致。这个“要命”的犯规动作，曾让许多天
才足球运动员受伤而早早告别了赛场，因
为球员越优秀，越会被“重点照顾”。

如果你不认可笔者的观点，可以看一
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际比赛，看完只
会有一个感觉：真彪悍！管你个人脚下技
术再好，背后“一个滑铲要你命”，受伤球员
的痛苦表情真不像是装的。现在，这种行
为轻则黄牌警告，重则直接红牌罚下场。

规则的改变让足球运动场上越来越
“干净”，比赛更富观赏性，同时，也让众多
“老将”能保持良好竞技状态，得以继续征
战在赛场上，继续给球迷展示他们的足球
天赋。

足球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得以“续命”，
真要感谢这个时代。

不控球也能掌控比赛
“橙衣军团”冷静前行 规则

给“老将”续了命
□史 凯

12 月 3 日，穿着
橙色战袍的荷兰队
球员在赛后庆祝胜
利（远景），美国队球
员则在安慰悲伤的
队友。当日，在卡塔
尔多哈哈里发国际
体育场进行的 2022
卡塔尔世界杯足球
赛八分之一决赛中，
荷兰队以3∶1战胜美
国队。

（新华社发）

淘汰赛
一半“喜悦”

一半“悲伤”

巴西队：两战将因伤退出世界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