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

旗鼓相当
突围有望
H组对手：
波兰 塞内加尔
哥伦比亚

燃点指数： ★★★★

澳大利亚

袋鼠军团可选择“曲线救国”
C组对手： 法国 秘鲁 丹麦
燃点指数： ★★★

伊朗

“波斯铁骑” 差了运气
B组对手： 葡萄牙 西班牙 摩洛哥
燃点指数： ★★

F组对手： 德国 墨西哥 瑞典

燃点指数： ★

韩国

拿分是目标

A组对手： 俄罗斯 埃及 乌拉圭 燃点指数： ★

沙特

“进圈” 已不易

冠军 德法阿巴是最大热门
令人期待的新人和黑马

� � � �上届世界杯，德
国和阿根廷两大豪强杀入决赛， 激情碰撞依旧历历在目。
德国的问鼎令人赞叹无懈可击，阿根廷的失意让人哀叹时
运不济。4年过去了，出于绝对的实力、阵容的稳定，本届世
界杯德国、阿根廷还会是夺冠的热门。

几乎是数十年如一日般稳定的德国，依然是最强
大的战斗机器，11个德国人总能迸发出超越11个人的
能量。 德国队主帅勒夫在小组抽签时曾霸气外露地
说：“我们期待进入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小组，但不管对
手是谁，我们都会是第一。”有个迷信的因素是，德国
去年拿下了联合会杯的冠军，但历史上所有联合会杯
的冠军在第二年都未能夺得世界杯，另外世界杯历史
上，近半个世纪还没有卫冕成功的球队。

只要梅西在，阿根廷就会是热门之一，尤其是上届
进入决赛后，于情于理阿根廷队都是外界最期待的冠军
候选之一。梅西今年已经31岁了，但他强大依旧，2017年
再次拿到欧洲金靴奖， 今年也率领巴塞罗那问鼎西甲，
世界杯世预赛上，他也凭借一己之力将阿根廷队带到俄
罗斯。就是这样简单，有梅西，阿根廷队就是大热门。

巴西和法国是另外两大热门。
如今的桑巴军团在蒂特的带领下明显复苏，进

攻犀利、防守稳健。前场的内马尔更加成熟，大卫·
路易斯领衔的后防线也是世界顶级。预选赛中，
巴西也横扫南美诸强，轻松晋级。知耻而后
勇，上届的东道主在遭受历史上的最大耻
辱后，本届强势回归的可能性非常大。

法国队或许是本届世界杯
的“定时炸弹”，有可能一鸣
惊人。这几年法国队人才
辈出，博格巴、格里兹曼
的涌现似乎没过多
久，年轻无极限的

姆巴佩又崭露头角。高卢雄鸡的锋线、中场、后
场都有令人信服的人选。不过，法国最大的问
题和比利时相似，尽管星光熠熠，但是缺
乏绝对的核心压阵， 球队一旦踢顺了，
将无可阻挡，如果面对逆风球，就会
失去对比赛的控制。

其他球队，西班牙、葡萄
牙等劲旅都具备实
力，但要么廉颇老矣，
要么优劣势明显，都
欠缺点举起大力
神杯的火候。

� � � �生在梅西、C罗双
雄争霸的时代， 的确是

其他球星的悲哀。 论个人
实力， 梅西、C罗舍我其谁，

而且巅峰时间都非常长。俱乐
部上，两人所在的巴萨和皇马都

是顶级豪强，拿奖拿到手软。也只
有在国家队，其他球星才有挣回脸面

的机会。
在国家队、在世界杯，梅西和C罗才更

像是一名“常规”球员，而本届世界杯对两人
之所以格外重要， 因为极有可能是两人的最后

一届。
梅西今年31岁了，C罗更是已经33岁。不过从

今年的表现来看，两人依然如日中天。梅西还是巴
萨和阿根廷队的大腿，C罗也是皇马再次打入欧冠决

赛的首要功臣。本届世界杯，两人毫无疑问还是所有对
阵球队最关照的球员。两人的表现，也都将决定着阿根廷

和葡萄牙的最终走势。
2014年，梅西带领阿根廷队进入世界杯决赛，但最终功亏

一篑。2016年欧洲杯，C罗率领葡萄牙成功登顶。 本届世界杯，一
个偏不信命，想要再次证明自己；一个征服了欧洲，想要尝试征服

世界。假如最终阿根廷和葡萄牙能进入决赛，那本届世界杯的决赛或
将成为世界杯史上最令人关注的一场，也是两人的终极较量！
虽然梅西和C罗的星光太耀眼， 但也不妨碍球迷欣赏其他球星的演

出。巴西的内马尔，今年大放异彩的埃及巨星萨拉赫，比利时队的德布劳
内、乌拉圭队的苏亚雷斯等等，相信都会带来出色的表现。

� � � �每届世界杯的美好回忆中，都伴随着一
些足坛新星的横空出世。1998年法国世界杯，
18岁的欧文长途奔袭一剑封喉，22岁的罗纳尔
多几近征服欧洲；2002年韩日世界杯， 小罗的
一记吊射助巴西淘汰英格兰， 克洛泽的五粒头
球震惊世界；2006年德国世界杯，梅西、C罗开始

“统治”世界足坛；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初登大赛
表现亮眼的有二娃穆勒和小烟枪伊瓜因；2014年
巴西世界杯，博格巴和J罗大放异彩。

年仅18岁的姆巴佩或许是本届世界杯最受期待
的新人。这位上赛季的法甲最佳新人，已经在整个欧洲
足坛威名赫赫：他在上赛季欧冠淘汰赛中连续的进球，
助摩纳哥相继迈过英超土豪曼城队， 德甲劲旅多特蒙
德，杀入四强。在法甲单季15球、11次助攻，更是引发外界
将其与18岁的外星人罗纳尔多相比较。赛季结束后，大巴
黎果断出手，用先租后买的方式签下姆巴佩。预计在世界杯
前后，姆巴佩会被正式买断，转会费是惊人的1.8亿欧元。

效力曼城的德国边锋萨内， 也是年轻球员中的佼
佼者。他在边路的突破、射门和助攻，简直是厄齐尔和德
拉克斯勒的结合体。本赛季英超，曼城提前5轮夺冠，萨内
的身价也再次水涨船高， 已接近7000万英镑。 本届世界
杯，在强大的德国队阵中，萨内的世界杯首秀或许能有亮
眼表现。

新人令人憧憬未来，黑马则留下曾经盛开过的绚烂。
“维京海盗”冰岛是黑马的头号种子。冰岛这个人口仅三十来万

的国家，近几年强势崛起，在高手林立的欧洲地位不断提高，世界排
名也跃到第21。2016年法国欧洲杯，他们一路杀到了8强。A组的埃及
具备成为黑马的客观条件。A组中有乌拉圭、 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整
体竞争力不足，这让埃及的出线有了可能。埃及最大的法宝是炙手可热
的萨拉赫，效力利物浦的萨拉赫今年在英超和欧冠上“大杀四方”。世预
赛淘汰荷兰和意大利的瑞典队，以及拥有世预赛最佳射手莱万多夫斯基
的波兰，也许都能折腾起一些浪花。

� � � �闯入俄罗斯，是“沙漠之隼”沙特队第5次世界杯
之旅。

本届世界杯预选赛， 在主帅范马尔维克的带
领下，与日本、澳大利亚同组的沙特队却硬是靠
着2个净胜球的优势昂首晋级。

沙特队却偏偏不安生，犯下了“临场换帅”的
兵家大忌。亚预赛后， 范马尔维克被“土豪”们
解雇， 这位荷兰人转向去了澳大利亚队；
2017年曾被两次下课的阿根廷人包萨再次
回归，但呆了一个月之后他又有了新的接
替者皮济。大赛前完成主帅更换帽子戏
法，如此“奇葩”的做法多少会对队伍
起到“搅局”作用。

人员方面，球队总体实力属
亚洲二流，但年纪整体偏大，半
场过后的体力问题是个挑战。

沙特与东道主俄罗斯、
南美劲旅乌拉圭、法老军
团埃及同组， 虽然小组
整体实力是8支分组
中最弱，但每支队伍
实力都在沙特之
上。可以说，球队
是充当小组“陪
跑” 角色，还
是能“大力
出奇迹”，
交给命
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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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世界杯倒计时一个月特刊

� � � � 6月14日，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将在
俄罗斯燃起战火！举起大力神杯，谁是
最有把握的豪强？本届世界杯会是梅西
和C罗的世界杯绝唱吗？哪些新星和黑
马会脱颖而出———

起
来！

� � � �一个月后，2018俄罗斯世界杯将点燃战火。5个
“亚洲身影”，其数量和传统劲旅南美洲，新贵非洲持
平。 遥想上届巴西世界杯，4支亚洲球队均未尝胜果，
此役征战俄罗斯，分组情况“有人欢喜有人愁”———

亚洲五强，燃点谁最高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 � � � 自1998年首次闯入
世界杯决赛圈后， 日本至
今没有缺席任何一届世界
杯赛事。最佳战绩是在2002
年韩日世界杯和2010年南非
世界杯中进入十六强。

世预赛阶段日本队来势
汹汹，9场比赛中，6胜2平1负
的成绩帮助他们提前一轮晋
级。日本足协近期公布最新一期
国家队大名单中26名球员， 有12
名为留洋球员，其中，在墨西哥联
赛有不错表现的本田圭佑重回大名
单，久保裕也、大迫勇也、原口元气
等新一代球星也赫然在列。

但球队目前存在的变数因主帅而
起。4月9日， 日本足协公布了哈利霍季奇
的下课决定，新任主帅西野朗仓促上任，日
本足协“临阵换帅”的决定不知是福是祸。

总的来说，分入H组的日本队形势算
好。同组的波兰、塞内加尔、哥伦比亚都并
非超级强队。身为种子队的波兰凭借莱万的
出色发挥挺进决赛圈，但整体实力与其他种
子队相比略有差距； 倒是要小心拥有J罗、法
尔考等球星的哥伦比亚，该队打法凶悍，想必
将对日本造成不小威胁； 最后时刻惊险出线的
塞内加尔应该不具备强大竞争力。

� � � �澳大利亚拿到俄罗斯的入场券着实不易。 球队在亚洲
区十二强赛中虽然只输掉2场比赛， 但因净胜球劣势位居
小组第二的沙特队后，只得面对附加赛的考验。好在经验
丰富的袋鼠军团连续2轮附加赛力克叙利亚和洪都拉斯，
拿到了宝贵的决赛圈席位。

人员方面，38岁的老将卡希尔已入选大名单，这将
是他第4次出战世界杯。本次世预赛他共有15次出场，
攻入11球，成为队内最佳射手。除此之外，塞恩斯伯
里、克鲁泽和耶迪纳克等一众老将，依然是澳大利亚

征战世界杯的先锋。
尽管球队呈老龄化态势，

但好在分组情况过得去。C组中，
除高卢雄鸡一枝独秀外， 面对秘
鲁和丹麦，袋鼠军团尚有取分机会。
首战迎法国时， 球队最好少丢球，次
战力拼丹麦时拿到分，最后一役战秘鲁
时多拿净胜球。 如若成真，“曲线救国”突
围成功或许并不遥远。

� � � �世预赛阶段的伊朗队， 交出了近乎完美的
答卷：10战不败，提前2轮出线，他们是亚洲区
唯一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

也许是“花光了所有运气”。落入B组的伊朗
队将在小组赛面临“地狱般”的考验。“伊比利
亚半岛双雄”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存在为“波斯
铁骑” 的晋级之旅设下了极具难度的障碍。
如无意外，“双牙二人转”将是B组的主旋律。

现实点说，落入“死亡之组”的伊朗人

坚挺凶悍， 想要拿分， 非洲新贵摩洛哥是首要目
标，但随后迎战“双牙”将会是不折不扣的硬仗。面
对配合行云流水，脚下功夫了得的伊比利亚双雄，打
法“简单粗暴”的波斯铁骑很容易被对方抓住漏洞，想
要“虎口拔牙”绝非易事。当然，彪悍的“波斯铁骑”绝不
会坐以待毙。 来自葡萄牙的球队主帅奎罗斯是一张王牌，
毕竟当年菲戈领衔的“葡萄牙黄金一代” 就出自于他的手
下，本次世界杯，他或许会利用自身的葡萄牙血统找出对付祖
国球队的办法。

� � � �俄罗斯世界杯是韩国队连续第9次
参加世界杯，也是韩国队历史上第10次
参加世界杯正赛。

晋级之路上韩国队就不太稳
定。亚洲区12强赛的韩国队一路
跌跌撞撞，直到最后一轮，凭借
客场逼平乌兹别克斯坦，最终
排名小组第二晋级决赛圈。

从韩国队目前阵容上看，孙兴慜无疑是绝对核心，本次世预赛孙兴
慜为韩国队出战了12场比赛，贡献7球，是队内的头号射手，他也成为韩国
队征战俄罗斯的首要重臣。

但看看韩国队手中这支“下下签”：实力阵容均令人艳羡的德意志战车自
然不会只盯着“出线”这个目标，墨西哥这支南美劲旅向来在世界杯上有不俗
表现，而瑞典队恰是本届世界杯预选赛阶段最大黑马，即使没有伊布，但他们在
小组赛淘汰荷兰，又让意大利梦碎，不容小觑。落入这组，韩国队务实的目标是能
拿到分数。

“我”的世界杯

� � � � 1998年法国世界杯，是我第一次收看世
界杯，距今整整20年了，今年将有机会现场
看世界杯，非常期待和激动。

6月28日到7月5日期间，我将分别在莫斯科
和圣彼得堡现场观看两场淘汰赛。一场是A组第
二名对阵B组第一名的比赛，很有可能是乌拉圭
或者东道主俄罗斯对阵西班牙或者葡萄牙中的
一支，如果真的有俄罗斯的话，相信现场一定非
常的火爆。 另一场比赛是在圣彼得堡，F组的小
组的第一对阵E组的第二，极有可能是德国对阵
瑞士或者塞尔维亚， 也不排除会出现德国对阵
巴西的局面，那巴西就有机会报仇了。我本身是
英格兰队的球迷，这次因为时间问题，无法现场
看到三狮军团的比赛， 这是本次世界杯之旅的
一大遗憾。

本届世界杯我觉得看点非常多，梅西和
C罗有无可能会师决赛，我的主队英格兰会
有哪种表现， 强大的德国能完成卫冕吗，本
届世界杯的黑马是哪支队伍……这么多的
悬念，也让我更加期待本次世界杯之旅。

� � � �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备受瞩目，
本报专访省内的足球业内人士、 媒
体以及球迷代表， 谈谈他们与世界
杯的故事和对本届世界杯的期待。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最期待
巴西和德国

裴恩才
（湖南湘涛华莱队主帅）

� � � �本届世界杯， 我最期待的球队是巴西
和德国队。 巴西队球员技术好， 球风华丽，
我一直都喜欢。 德国队是技战术严谨， 打
法先进， 配合更好。 巴西和德国队都是顶
级球队 ， 但德国更值得中国的球队学习 ，
主要是学习他们的技战术、 比赛的态度还
有细节。 巴西足球并不适合中国球队， 因
为巴西球员的个人技术太好， 他们的技战
术也是建立在个人技术上的， 这是我们中
国球队所不具备的。

亚洲球队中， 最关注的还是日本和韩
国， 毕竟他们和我们中国球队有相似的地
方。 他们可能在世界杯上表现不佳， 但近
几年进步也非常快， 尤其是日本， 个人技
术、 战术打法水平都很高。 这对中国足球
也有启发意义， 因为日本球员在身体条件
上和中国球员是一个水平的， 既然日本足
球可以进世界杯， 那中国足球应该也是可
以达到甚至超过他们现在的水平。

我肯定会看世界杯， 但主要会看晚上8
点和10点的吧， 凌晨的就不看了， 毕竟还
要带队训练和打比赛。

� � � � 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梦想现场观看
世界杯，而且预谋了很多次，这次终于成行。
我是4月26日上午8点半， 从长沙出发的，计
划路线是经北京由满洲里出关，穿越俄罗斯
的西伯利亚，最终抵达莫斯科，计划耗时两
个半月。

不过，因为价格原因，我并没有买到球票，但
这并不妨碍我骑行俄罗斯， 感受世界杯的决心。
我也期待在抵达俄罗斯后，能有机会买到一张门
票，真正进到现场观看比赛，感受世界杯的疯狂。

我最爱的球队是巴西队，最喜爱的球员
是马拉多纳。

我还是个摇滚迷，如果真的要定义本次
疯狂的“骑行”，那就是三个关键词：球迷、摇
滚、在路上。

（截至5月12日晚，刘劲松已骑行至河北
境内丰宁满族自治县土城镇张百万村）

骑着单车
追逐世界杯

刘劲松
（超级球迷，自行车骑行
奔赴俄罗斯感受世界杯）

20年情怀
终圆梦
王伟翔

（ 金 鹰 955 电
台主持人、 记
者， 将赴现场
采访报道俄罗
斯世界杯）

惊喜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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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为5月12日在俄罗斯
罗斯托夫市拍摄的罗斯托
夫体育场外景。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