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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世界杯 2倒计时时 天

再过两天，四年一度

的世界杯又将在俄罗斯拉

开帷幕。对球迷来说，这

将是一个盛大的派对，一

段激情的狂欢。而那些登

上这绿茵最高殿堂的球员

们，则要为了光荣与梦想，

全力去拼搏。1个月，32

路诸侯，736名球员，跌宕

起伏的剧情，注定悬念丛

生。谁将一战成名？谁将

穿走金靴？谁将揽得金

球？谁将七战功成？让我

们拭目以待。

C4
2018年6月12日星期二
■ 责任编辑 李 颖 舒艳秋JIANGXI DAILY 体 育

伊涅斯塔伊涅斯塔 萨拉赫萨拉赫 卡希尔卡希尔梅梅 西西 CC 罗罗苏亚雷斯苏亚雷斯 格列兹曼格列兹曼

■本报记者 尹晓军

俄罗斯：东主忙出线

单球队实力论，这届东道主，无疑不怎么
的。没有绝对的核心人物，经历着新老交替的
阵痛，要想在家乡父老面前有所表现，压力山
大。能称得上领军人物的应数俄超最强前锋斯
莫洛夫，而被称为“沙皇”阿尔沙文接班人的扎
戈耶夫以及戈洛文、佐布宁这两颗俄超新星的
表现也值得期待。也许正是清楚自己的斤两，
主帅切尔切索夫寄希望于打好防守反击。好
在，每届东道主都是有便宜可占的，小组对手相
对偏弱，主场优势和球迷的助威，天时地利人和
让“战斗民族”不会轻易出局。小组出线，东道
主有信心。

沙特：酱油好好打

不求有所得，但求潇潇洒洒走一回，应该是
这支“西亚绿鹰”在俄罗斯最好的归宿。在小组

中本来就是个“软柿子”，偏偏还要去和东道主
打揭幕战，成为炮灰的可能性不是一点点。24
年前美国世界杯奥维兰连过 4名比利时后卫的
精彩进球仍让人津津乐道。但相比于他们的前
辈，缺席了上两届世界杯的沙特队现在已“星光
暗淡”。最值得关注的竟然是 31岁“高龄”的萨
赫拉维，作为预选赛头号射手，他攻入 16球，而
在俄罗斯，能取得进球就算有所突破。把“酱
油”打好，保住亚洲足球的一点薄面，足矣。

埃及：成败看一人

有一个卓尔不群的“国王”，幸甚。把宝都
押在“国王”身上，堪忧。这就是埃及队的甜蜜
与烦恼。欧冠决赛萨拉赫因伤退场时，多少人
为之心焦。虽然“国王”已确定进军俄罗斯，但
功力恢复如何仍决定着球队的前景。或许，成
也“国王”，败也“国王”，看埃及，只看“国王”。
另外，45 岁的传奇门将哈达里如能出场，也可

以让球迷领略世界杯“最老”球员的风采。时
隔 28 年重返世界杯，发扬防守稳固的特点，期
待“国王”一剑封喉，取得历史性突破，埃及，要
努力。

乌拉圭：老大谁来当

“苏牙”有多锋利，乌拉圭就有多厉害。这
样说，有个人肯定不服，还有我卡瓦尼呢！还有
个人也不服，没我戈丁在后面顶着，你们射得再
多也没用。都是大牌，都有脾气，还好，71 岁的
老帅塔瓦雷斯镇得住，带队十载，乌拉圭队已进
入一个稳定的繁荣期。虽然队中主力都三十好
几，成为32强年龄最大的球队之一，但架不住人
家心气足啊。丰富的经验，可不是那些毛头小
子能比的。摊到一个疲弱的东道主当种子队，
小组赛乌拉圭将大喊“乌拉”。而淘汰赛有可能
碰葡萄牙或西班牙。届时就看“苏牙”能不能

“以牙还牙”了。

葡萄牙：C罗任务重

光阴似箭，C罗，都33岁了。岁月是把杀猪

刀，但就是不杀 C 罗。欧洲之巅，他已踏足，世

界之巅，他正神往。此番俄罗斯，C罗能成就伟

大吗？就他个人来说，没有问题，问题是他还需

要帮手。然而环顾四周，36岁的阿尔维斯、35岁

的佩佩、34 岁的夸雷斯马，一帮老哥们，C 罗任

务重啊。幸好，塑造葡萄牙足球辉煌的主帅桑

托斯经验丰富，拿捏好阵型，调整好状态，设计

出一套围绕 C 罗转的路数，激发老将新人的活

力，挟欧洲冠军之余威，来一番俄罗斯轮盘赌，

就算不能称王，封侯应不在话下。

西班牙：王者难归来

王者归来兮？出线问题不大，登顶难度不
小。强大的控制力打造了这支曾无坚不摧的

“无敌舰队”，然而，世易时移。“小白”伊涅斯塔

还是“队魂”；后防还靠皮克、拉莫斯这对“冤家

组合”；攻城拔寨指望科斯塔。还有布斯克茨、

席尔瓦、德赫亚一个个闪亮的名字。好熟悉，也

好无奈。短传渗透，靠凌波微步打阵地战，寻求

一招毙敌，好是好，但别忘了，天下功夫，唯快难

破。还靠那几招打天下，降了速的刀，好躲易

防，除非再加几支冷箭，否则，没戏。这就要看

伊斯科、阿森西奥这些后起之秀能否堪大用了。

摩洛哥：不枉走一遭

时隔20年，第五次参加，在“雄狮”称号多的

非洲，摩洛哥被称为“亚特拉斯雄狮”。32 年前

他们曾在墨西哥小组晋级，为非洲足球创造历

史，但要取得那样的辉煌，这一次实在太难。只

因组内“两牙”太硬。队内大多球员都出身法

国、西班牙、荷兰等国，但他们都选择为摩洛哥

血统而战。头号球星当属来自尤文图斯中后卫

贝纳蒂亚，在他带领下的稳健防守，是与对手周

旋的资本。而进攻，则要靠 25岁的齐耶赫。或

许，他出众的任意球功夫，能制造一些惊喜。

伊朗：铁血命不济

可惜了，亚洲老大。史上实力最强，却遭遇

运气最差。老天不与伊朗便，偏偏相逢两大

“牙”。实现小组出线的历史性突破，又微乎其

微了。铁血防守一直是波斯铁骑的看家本领，

上一届面对疯狂的阿根廷，他们也只是最后时

刻倒在了梅西的脚下。这一次，他们又要面对

C 罗。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磕缺一颗“牙”。

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伊朗梅西”小将阿兹蒙

增强了锋线火力，23 岁已为国家队攻入 23 球。

第24球能在俄罗斯实现吗，也许希望在“难兄难

弟”摩洛哥身上。

法国：青春好风光

20 年一轮回？对于高卢雄鸡来说，似乎走
在正确的道路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成就了
齐达内、亨利和现任“带头大哥”德尚。20 年弹
指一挥间，“黄金一代”再次浮现。姆巴佩、登贝
莱、格列兹曼、博格巴、马图伊迪，一大批青年俊
杰已然风光八面。踢球时作风硬朗的德尚，治
队也铁腕不二。本泽马就是不用，耍大牌就是
没门。决不允许当年世界杯罢训以及欧锦赛内
讧的笑话再次发生。平均年龄 26岁，速度与激
情已无比躁动。对于这支青春无极限的“法兰
西兵团”来说，只要把握好大赛期间的心理调
控，做到心静如水，从“势”如流，好事，自然来。

澳大利亚：老将再领衔

自从入了“亚”籍，袋鼠蹦得老高。进军俄
罗斯，这是他们连续第 4 次亮相世界杯顶级殿
堂。12年前在德国，他们小组出线了，但要重温

这美好的回忆，恐怕已难以入梦。混迹过中超

的卡希尔已经 38岁了，却还是袋鼠军团中不可

或缺的核心，纵然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好的球

员”，在南非和巴西都取得过进球，但仍让人不

禁生疑“廉颇老矣”。通过洲际附加赛才搭上末

班车的袋鼠，就是比比自己以前，也功力有所下

降。还好，小组中除了“雄鸡高唱”不可阻挡，其

他两队并“非高不可攀”，梦想能否照进现实，袋

鼠只能靠运气。

秘鲁: 高原狼下山

一别 36载，探戈再登台。预选赛靠玻利维

亚“白送”的 3分，以净胜球微弱优势挤掉智利，

在洲际附加赛中顽退新西兰，秘鲁人的晋级之

路颇为坎坷。现任阿根廷籍主帅加雷卡为球队

注入了“探戈”元素，热衷于控球、短传配合，依

稀再现了秘鲁足球 20 世纪 70 年代鼎盛期的影

子。核心格雷罗涉“禁”遭罚无缘俄罗斯，只能

靠效力于莫斯科火车头的法尔范在“主场”攻城

拔寨。没有大牌，团队的力量或许是秘鲁的法

宝。大多数球员常年在南美高海拔环境踢球，

身体强壮且适应能力强，如同高原群狼，虽然阔

别许久，归来势必惊人。

丹麦：童话盼续篇

提到丹麦足球，就离不开 1992 年欧锦赛童
话。“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善于写童话的人，内
心总是无比强大。在与爱尔兰的附加赛中，主
场被零封逼平失去先机，客场却疯狂地连进5球
大捷。再次书写童话，阔步迈向俄罗斯。这次
的主人公非埃里克森莫属，预选赛 12 战，11 个
进球3个助攻，尤其是在附加赛关键时刻独中三
元，司职中场却犀利无比，令人叹服。而子承父
业的丹麦足球先生小舒梅切尔也是一段佳话，
有他的守护，童话剧情无疑值得期待。要说绝
对实力，丹麦不算强，但善于抓住机会，童话就
会有续篇。

阿根廷：梅西生死系

阿根廷少了梅西，足球将会怎样？梅球王
已成“潘帕斯雄鹰”生死之系，如此过分地依赖
一个人，无疑自暴“死穴”。身在死亡之组，梅西
被对手严防死守后，伊瓜因、阿圭罗、迪马利亚、
迪巴拉等等，能挺身而出吗？要论单飞，雄鹰个
个都可展翅翱翔，但要论团队，谁当绿叶配红
花，却是个问题。靠梅西，而别犯上“梅西依赖
症”，只有这样，这届阿根廷才不会哭泣。此外，

“前场随便选谁，后场不知选谁”，也体现了阿根
廷一贯攻强守弱尴尬。中后场老的老、少的少，
还要靠马斯切拉诺硬撑，防守的短板，也是“蓝
白军团”的硬伤。4 年前，梅西离修成正果只差
一步，这一次，天知道。

冰岛：战吼再发声

有了两年前欧锦赛的惊艳，“维京战吼”人

见人颤。预选赛小组第一杀进俄罗斯，第一次
登堂入室，黑马就成白马，谁也不可小觑。对手
要是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在绿茵场这片“松”林
里，一不小心就会迷失。西于尔兹松当属队中
第一猛将，只是膝伤恢复以及状态调整得如何，
影响着这位“冰岛大狙”的威力。而球队的头领
冈纳松，胡子拉碴，一幅维京海盗像，凶狠地防
守，肯定会让每个对手的前锋犯怵。作为世界
杯参赛人口最少的国家（33 万），却有着不同凡
响的气势，只要拿捏得当，战吼再爆，不必惊讶。

克罗地亚：底色待澄清

二十年前的辉煌，仍让人记忆犹新：甫一登
堂，就获季军。那是达沃·苏克领衔的克罗地亚

“黄金一代”的辉煌。接力棒如今传送到了莫德
里奇、曼朱基奇手中，作为豪门俱乐部的“发动
机”和“攻击手”，成色无须检验，为国征战的底
色却需澄清。晋级之路，格子军团并未展现横

刀立马的霸气，通过附加赛才踉踉跄跄搭上末
班车。论纸面实力，细数那些来自豪门的球员，
阵容无疑强大。只是，在死亡之组，更考验刺刀
见红的意志。拿出前辈们“舍得一身剐”的气
势，才能拨云见日。

尼日利亚：雄鹰欲展翅

本届最年轻的队，非洲最“稳定”的队，历史
有底蕴的队。预选赛势如破竹一骑绝尘，“非洲
雄鹰”卷土重来。“加强纪律性无往而不胜”，这
只雄鹰在德国主帅的铁腕调教下，团队意识和
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战术纪律得以一以贯之，过
于依赖球星的问题得到改变。在前场就地反
抢，年轻人有充沛的体力和冲击力，让此前令人
诟病的防守短板也由此补强。核心米克尔来自
中超，这位 31 岁的“指挥官”技术娴熟，经验丰
富。辅之以英超快马摩西和后防铁闸恩迪迪，
年轻无极限的雄鹰，够每个对手喝一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