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8日讯（记者 蔡矜宜）9日16时，2012年中甲联赛
迎来第9轮的争夺，湖南湘涛浏阳河俱乐部将在主场中南大
学体育场迎战北京理工大学队。

浏阳河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潮后，近两轮取得全胜，
球队重新找回了信心。 董方卓在过去两场比赛中均有进球，
马丁内斯、路姜等主力也表现上佳。

北理工队近来状态同样不错， 浏阳河队主教练张旭谨
慎表示：“北理工队今年外援实力得到加强， 整体实力比过
去两个赛季强。 ”尽管如此，主场作战、士气正旺的浏阳河队
志在三分。

本报记者 王亮

本版责编 蔡矜宜 责任校对 胡永龙 体育7２０12年6月9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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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不中的“结尾”

在实力最为均衡的欧洲大陆， 欧洲杯
的最终归属，除已仙逝的章鱼保罗，恐怕无
人能够准确预测。我们或许能猜中开头，却
往往猜不中“结尾”。

作为2008年欧洲杯以及2010年世界杯
的得主， 西班牙队是本届欧洲杯公认的夺
冠大热门。但在欧洲杯历史上，卫冕冠军的
身份更像是一个魔咒，从首届开始，从未有
一支球队实现过卫冕的伟业。 夺冠热门的
标签也像是一个靶心， 使西班牙成为了众
矢之的，卫冕之路注定崎岖坎坷。

余下的传统6强中， 联赛日渐没落、赌
球事件频出的意大利队，以及伤兵满营、被
称为“史上最弱”的英格兰队已经失去了一
流球队的风采， 只有C罗坐镇的葡萄牙队
也缺乏真正强队的底蕴。

德国、荷兰、法国3队，或将是冲击最终
冠军的主力军。作为欧洲大陆球风最为严谨
的日耳曼军团，德国队近几年的大赛成绩稳
定而出色，斩获了2006年和2010年世界杯季
军、2008年欧洲杯亚军，以拉姆、施魏因斯泰
格和穆勒为首的核心球员， 也均是当打之

年。作为2010年世界杯亚军的荷兰队，橙色
军团拥有令人艳羡的强大阵容， 范德法特、
斯内德、范佩西、罗本，他们甚至可以组建两
支球队。2010年世界杯 “笑话” 频出的法国
队，格外低调，但热身赛豪取4连胜的他们，
具备了打“翻身仗”的实力。

本届欧洲杯由东欧国家波兰和乌克兰
共同举办， 让多年来一直处于边缘的东欧
诸强燃起了重振雄风的念头。 无论是克罗
地亚还是俄罗斯、捷克队，整体均衡，作风
硬朗，都具备成为“黑马”的潜力。欧洲无弱
旅，希腊、瑞典、丹麦、爱尔兰以及东道主波
兰和乌克兰队均不可小觑，2004年的“希腊
神话”提醒我们，一切皆有可能。

伤病成“不确定因素”

除却实力均衡让最终的冠军走向不明
朗外， 伤病也是本届欧洲杯的 “不确定因
素”。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兰帕德、卡希尔、
巴里、普约尔、比利亚、萨尼亚、奥利奇等球
员因为伤病，提前与欧洲杯说再见。

时隔8年回归欧洲杯的英格兰队，甚至
有11名球员因伤退出，包括“切尔西双星”
卡希尔和兰帕德。 众多球员的缺席不但打
乱了新帅霍奇森的部署， 也让球队的士气
有所下落。 近日又传出老将特里因脚伤退

出训练， 这对三狮军团来说显然又是一个
打击。

意大利和法国队的日子同样也不好
过， 被球队寄予重望的巴尔扎利和马乔已
经告别蓝衣军团， 铁卫卡布尔和前锋悍将
雷米的因伤缺阵也让法国主帅布兰科头疼
不已。

紧凑的赛程或许是本届欧洲杯伤病不
断的罪魁祸首。 从各国联赛结束到欧洲杯
开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球队要
进行频繁的训练和热身， 处于疲劳期的球
员们显然更容易受伤。

随着正式比赛的进行， 更多伤病或将
降临，将对各队的表现产生重大影响。

北京时间6月9日凌晨 ，
2012年欧洲杯将正式拉开战
幕。 欧洲无弱旅， 16支球队
冲出重围， 杀入决赛圈。 火热
的6月 ， 欧洲杯必将精彩纷
呈———

橙衣军团瞄准丹麦
北京时间10日零时，“死亡之组”的首战

将在橙衣军团荷兰队与丹麦队之间展开。曾
在1988年问鼎欧洲杯的荷兰队，目前世界排
名第4位， 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中更获得亚
军。如今的橙衣军团锋线上可谓是“群星荟
萃”， 不仅有金靴范佩西和亨特拉尔， 更有

“小飞侠”罗本，其恐怖的攻击力在本届杯赛
首屈一指。在刚刚结束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中
荷兰队以6比0血洗了北爱尔兰队，状态相当
不错，出线指数仅次于德国队。

在1992年欧锦赛曾书写 “替补夺冠 ”
美丽童话的丹麦队， 算不上足球强国， 本
届要想从这样一个强敌环伺的小组中杀出
重围， 无疑需要再次上演 “童话”。 以目
前情况来看， 丹麦队再次上演童话的难度
比上一回更大。 如无意外， 实力强劲的荷

兰队将顺利拿下比赛。

C罗“单刀”难敌德国战车
既然是“死亡之组”，必定是好戏连连。

北京时间10日凌晨2时45分，球迷们将迎来
首场焦点战德国队与葡萄牙队的比赛。曾
经6次闯入欧洲杯决赛并有3次登顶的德国
战车，可谓本届杯赛的夺冠大热门，其呼声
仅次于“卫冕冠军”西班牙队。

从历史数据来看， 德国队与葡萄牙队

共交锋16次，德国队战绩为8胜5平3负，占据
优势。上届欧洲杯两队在1/4决赛中相遇，葡
萄牙人被当头棒喝，赛前被普遍看好的葡萄
牙队以2比3落败。

4年后的葡萄牙队，依然是任何一支夺
冠热门球队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队长C罗
是当今足坛最耀眼的超级巨星之一。 但足
球是11个人的团队运动， 球员实力更加均
衡、 作风更加硬朗的德国队获胜的把握将
更大一些。

北京时间6月10日零时，2012年欧洲杯B组的第1轮争夺将在乌克兰的梅塔利斯特
球场开战。在强队扎堆的“死亡之组”B组，葡萄牙、荷兰、德国和丹麦队之间的火拼，将会
是火星撞地球般火爆———

“死亡之组”谁主沉浮
本报记者 蔡矜宜

小蔡
猜猜猜

6月10日 00:00� � B组 荷兰VS丹麦
6月10日 02:45� � B组 德国VS葡萄牙

（均为北京时间）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7日电 凯尔特人队绞尽脑汁想阻
止詹姆斯的进攻，可“皇帝”不畏艰难依然命中45分，再次证
明了本赛季常规赛MVP头衔的实至名归。

在7日的一场关系到本队生死存亡的大战中，由詹姆斯
领衔的热火队客场以98比79大胜凯尔特人队， 将NBA东部
冠军系列赛逼到最后决定胜负的“抢七”大战。

作为NBA现役球手中获得MVP届数最多 （三次） 的球
手，詹姆斯当晚霸气十足，全场26投19中并抢下15个篮板，其
中上半时14投12中命中30分，与季后赛半场历史最高纪录相
差9分。 不过， 他命中的45分在其季后赛个人记录中排名第
四，比最高得分少4分。

“绿衫军”当晚表现最佳的是后卫朗多，他收获了21分和10
次助攻，此前表现神勇的加内特和皮尔斯此役仅得12分和9分。

靠首节29比19的大好开局，热火队在大部分时间都以两
位数的优势压着对手。上半时以55比42领先的热火队第三节
顶住了主队的冲击， 并在第四节前5分钟靠韦德的爆发，以
一波15比3的小高潮打消了对手扳回的念头，并把此后的7分
钟比赛变成垃圾时间。 本场是双方6场系列赛中分差最大的
一场较量，也是头一回有人早早认输。

NBA东部决赛迎“抢七”

詹姆斯45分力挫“绿衫军”

浏阳河今日迎战北理工

图为将迎来A组3场小组赛的波兰弗罗茨瓦夫市政体育场。 新华社发

欧罗巴逐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