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梅西、C罗、内马尔相继离开，本届世
界杯四强被贴上了“星光暗淡”的标签。仔
细想来，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

当今的足球运动似乎离“得一巨星得
天下”的时代越来越遥远。巨星的草草出
局让人们愈加清晰地看到一个事实———
仅仅依靠一位灵魂人物拖着球队往前走，
终究会拖不动。纵观四强，不是没有超级
巨星，而是“星与星”之间，更懂得如何交
相辉映，这是他们得以昂首挺进四强的最
大要诀。

19岁的姆巴佩一战成名， 几乎盖过了身
边队友的光芒， 可是高卢雄鸡却仍然可以打

出多种可能性， 因为他们还有杀手格列兹曼、
防守大闸坎特等名将；三狮军团内没有绝对的
“狮王”，哈里·凯恩固然亮眼，目前以6球位居
射手榜首位，但别忘了队内也有多次贡献神扑
的皮克福德，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马奎尔，以
及带着“快乐精神”贯穿球场的斯特林；比利时
坐拥由卢卡库、阿扎尔、德布劳内构成的“三叉
戟”，名头也十分响亮，只不过此前在大众面前
少了点“辨识度”；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是目前
少有的世界级中场大师，但这位“艺术家”
的身边也不乏科瓦契奇、拉基蒂奇、佩里
西奇、布罗佐维奇等卫士，说克罗地亚有
一个神“奇”的中场，绝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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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硬实力”造就四强席

� � � �参加本届世界杯的球员中，英超贡
献了124名国脚， 人数领跑五大联赛，比
排名第二的西甲整整多出43人。数量多，
范围广，32强中有27支球队包含“英超身
影”。四强出炉后，目前剩下的91名球员
中，有41人来自英超，占据近半壁江山。

四强中的英格兰23名队员全部来
自本土英超联赛，堪称血统最为纯正。
如果三狮军团能最终问鼎， 他们将成
继2006年的意大利后， 又一支23人全
部来自本土联赛的世界杯冠军球队。

比利时阵中效力英超的球员多达
12人，其中不乏英超豪门球队核心，例如
队长阿扎尔是切尔西的重要力量， 锋线
上的卢卡库是曼联的最佳射手， 中场核
心德布劳内是曼城赛季最佳球员， 驻守
大门的库尔图瓦是英超最佳门将之一。

法国队在小组赛首战击败澳大利
亚是依仗着效力曼联的博格巴灵光一

现，而在之后的比赛中，效力切尔西的坎
特也发挥出关键作用，身为英超2017赛
季年度最佳球员的他称得上俄罗斯赛场
上防守最好的中场之一， 凭借场均3.4次
拦截，列四强球员中该项数据的榜首。

四强中数克罗地亚的英超元素最
少，只有洛夫伦一人在列，即便如此，他
在1/4决赛面对俄罗斯完成全场最多
的10次争顶，贡献不小。

得益于雄厚的经济实力，英超联
赛目前球员的平均周薪超过5万英
镑， 而排在第二的西甲为3.2万英镑
左右。在此基础下自然也吸引了大批
优秀教练员加入，瓜迪奥拉、克洛普、
穆里尼奥、 孔蒂等名帅均赫然在列。
超强的商业能力无疑是英超联赛目
前发展的关键因素。火拼的是“真金
白银”，从现状来看，英超确实拼出了
“物有所值”的意味。

� � � �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王亮）今天，2018中国（长
沙）国际友好城市青少年足球赛暨国际青少年足球夏令营
在长沙贺龙体育场开幕，来自国内外的12支U11队伍将展
示技艺、以“球”会友，比赛7月15日结束。

本次活动是2018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湖南站）暨
湖南省青少年“体育·新时代”冬夏令营系列活动的重要活动之
一，共有包括日本鹿儿岛市足球队、加拿大万锦市足球队、中国
香港天机足球学校足球队、中国香港足球队4支境外队伍，山东
鲁能泰山足球学校U11蓝队、深圳朝向大荣明星俱乐部足球队2
支国内足球俱乐部梯队， 长沙市德馨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足球
队、湖南省奥星青少年体育培训俱乐部足球队、长沙市东升竞
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足球队、长沙市雨花教育足球队、衡阳融
冠足球俱乐部足球队以及株洲市狼腾足球俱乐部足球队6支湖
南省内足球队伍，共计12支队伍，近200名队员参加。

本届赛事由湖南省体育局、湖南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
办公室、长沙市人民政府主办，湖南省足球协会、长沙市体
育局、长沙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承办。

国际友好城市青少年足球赛长沙开赛

12支球队以“球”会友

� � � � 重返世界杯四强的这条路，法国、克罗
地亚、 英格兰分别用了12年、20年、28年，比
利时则走了32年。如果说“十年磨一剑”，那么
也确实该轮到他们“亮剑”了。

“没有青训谈何未来？”竞技体育中一
句老生常谈的话，说容易，做到着实难。

四强中最受益于这句话的当属比利时。
一个人口仅1000多万的国家， 却拥有卢卡
库、阿扎尔、德布劳内这样天赋与能力并存的
一流球星，绝非单纯的运气。1986年欧洲红魔
曾获得世界杯第四， 但从那以后他们跌进了
谷底，2002年世界杯后的FIFA排名已经跌
出前50名， 低谷中的红魔痛定思痛开始实施
“足球十年复兴计划”以及遍布欧洲的精英青
训体系。而有着“快乐家族”之称的英格兰开
创了自己独有的青训体系“英格兰DNA”。这

项年轻运动养成计划， 重点在于树立英格兰
足球共同准则， 在不同的局面下都能参照执
行。 近年来英格兰各青年梯队在国际赛场上
大放异彩，2017年以来共斩获了4项冠军和1
项亚军。

此外， 克罗地亚也有着自己完备的青
训，萨格勒布迪纳摩青训营享有盛誉，从U8
到U19，已有构成完善的青训链条。莫德里
奇、科瓦契奇等人均出自这个青训营。

放眼整片欧洲，各国之间的青训早已实
现互通有无。例如比利时足协将一些优秀球
员送到法国、 荷兰等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培
养，维尔马伦、阿扎尔等球星正是通过这种
方式脱颖而出。这种“借鸡生蛋”的培养模式
让各国得以弥补自己在人才储备上的短板，
无形中更加丰满欧洲整个青训体系的羽翼。

� � � � 据新华社广州7月9日电 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9
日宣布，巴西国脚、西甲巴塞罗那队球员保利尼奥租借加
盟球队1年。保利尼奥近期将飞赴广州，与球队一起征战
中超联赛下半程的比赛。

保利尼奥租借加盟广州恒大

� � � �四强出炉，有人笑称世界杯变成了“欧洲杯”，有人感叹巨星
球王都走了。但细读四强席位，你会发现他们风光的背后，有着
令人尊重的“成功密码”———

下期奖池：5968985976.16（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83 8 4 4
排列 5 18183 8 4 4 0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079 03 04 10 27 29 01+0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9

2

6597056 59373504

79164663958233

� � � � 7月8日， 比利
时国家足球队在俄
罗斯莫斯科郊外进
行赛前训练。 图为
德布劳内（左）在训
练中。 新华社发

走稳青训路， 留得人才在1

无“王”又何妨，群星齐发光2

“英超元素”多，近半“自己人”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