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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雄鸡
期待再次一飞冲天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 � � �实力的绝
对优势，让法国

在晋级上悬念全无，第二个晋级球队
或许在丹麦和秘鲁之间产生。

丹麦一直是东欧劲旅， 大部分
国脚都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 实力
不可小觑。 丹麦球风稳健、 攻守平
衡， 对任何球队来说都是一块不好
啃的硬骨头， 但也很难踢出酣畅淋
漓，令人眼前一亮的比赛。

秘鲁是该组的“不确定因

素”，他们时隔36年再次杀进世界
杯，积蓄着巨大的能量，除南美球
队外， 其他大洲球队对他们不够
熟悉。而且作为传统的南美球队，
秘鲁踢好了， 或许能让法国跌跟
斗，踢差了，输给澳大利亚也不是
不可能。

来自亚洲区的澳大利亚应该
是本组实力最弱的球队， 赢一场
或者进一球， 是他们参加每届世
界杯雷打不动的实质目标。

� � � � 6月16日18时 法国VS澳大利亚 6月17日0时 秘鲁VS丹麦
6月21日20时 丹麦VS澳大利亚 6月21日23时 法国VS秘鲁
6月26日22时 澳大利亚VS秘鲁 6月26日22时 丹麦VS法国

C组赛程

� � � � 20年前，法国在家门口以2比0击败巴西，首
次问鼎世界杯。20年后，彼时的队员德尚已成为
国家队主帅， 曾经的高卢雄鸡也轮回般重回实
力巅峰，将再一次向大力神杯发起冲击。

本届世界杯法国队位列C组，同组对手有
秘鲁、丹麦和澳大利亚。对于法国人来说，这无
疑是一支上上签。同组3支队伍都是通过世预
赛附加赛晋级的，法国则是以欧洲区A组头名
出线。法国就好比是“学霸”，相对于其他3支
“学渣”球队，小组晋级不在话下。

两年前的欧洲杯， 法国以2比0击败德国
进入决赛，只是在决赛以0比1不敌葡萄牙，遗

憾拿到亚军， 但王者之气已经显露。就
在6月5日，转会市场网发布世界杯国家
队身价榜，博格巴、格列兹曼领衔的法
国以10.8亿欧元的总身价高居第一，也
彰显了他们的球员实力。

当然法国并非完美无缺，最大问
题是球员不够成熟。近日，博格巴面对外界
对他慵懒球风的质疑， 反问：“梅西也散步，
为何你们不批评他？”愣头青的本色袒露无
疑。德尚想换个身份再次举起大力神杯，如
何做好队员的心理工作，让球队精诚团结、
心无旁骛，或许比他选择什么战术更重要。

期待换个身份捧杯主帅德尚

� � � � 总身价高达10.8亿欧元的高卢雄鸡阵
容有多恐怖？ 连效力皇马的本泽马和效力
曼联的马夏尔都未能进入23人大名单。如
此星光熠熠的阵容中，又属博格巴、姆巴佩
的双“巴”组合最耀眼，最值得期待。

博格巴年少成名， 现在25岁已是曼联
的当家球星。2016年博格巴从尤文图斯转
会至曼联时，转会费高达1.05亿欧元，刷新
了当时的国际足坛转会费纪录。 尽管在俱
乐部和国家队都是球队的攻防核心， 但博
格巴依然不够成熟， 本届世界杯对他而言
既是一次淬炼，也是一个证明自己的舞台。

姆巴佩则是本届世界杯最值得期待的
明日之星。姆巴佩今年只有20岁，已峥嵘毕
现。两年前，姆巴佩代表摩纳哥在法甲联赛
出场29次，打入15粒进球、贡献11次助攻。
转会到巴黎圣日耳曼后，他与内马尔、卡瓦
尼等巨星同场竞技毫不逊色， 在联赛有12
粒进球、8次助攻的表现。

相对法国， 本组其他球队的阵容都相对
“寒酸”。丹麦还有埃里克森等几位球员拿得出
手，秘鲁和澳大利亚则完全是平民球队。他们
没有可以力挽狂澜的球星， 无私团结是他们
的本色和谋求晋级的唯一机会。

顶级球星 双“巴”组合舍我其谁

力拼晋级 丹麦秘鲁二中选一

� � � � 据新华社马德里6月5日电 下赛季将离开巴塞罗那俱
乐部远赴日本的西班牙球星伊涅斯塔5日透露，不排除在世
界杯后继续身披国家队战袍的可能。

伊涅斯塔在本月与日本球队神户胜利船签约， 这意味
着他将在下赛季告别欧洲舞台， 本届俄罗斯世界杯也被认
为是他最后一次为国效力。 日前伊涅斯塔却暗示自己仍有
可能此后再回到国家队。 他说：“本届世界杯确实可能成为
我最后一次在国家队出现，但世界杯结束后，我会好好分析
一切，到时我们再看看情况如何。”

伊涅斯塔不排除世界杯后
继续效力国家队

� � �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5日电 亚洲劲旅伊朗队于5日晚8点半
左右抵达莫斯科，成为第一支来到俄罗斯的世界杯参赛球队。伊
朗队主教练奎罗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来到俄罗斯让伊朗足球的
梦想成真，为了这个梦想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和牺牲。在这里我们
要向其他球队和球迷问好，也祝愿这次世界杯能够取得成功。”

伊朗成为首支
抵达俄罗斯的世界杯球队

� � �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6月5日电 随巴西国家队训练时
受伤的北京国安中场雷纳托·奥古斯托近来一日三训，他
努力训练的目的是不失去参加世界杯的宝贵机会。奥古斯
托5月31日在训练中被发现左膝红肿， 因此无缘6月3日与
克罗地亚的友谊赛。目前距离巴西队在世界杯上的首场比
赛还有11天，虽然教练组认为奥古斯托可以恢复，但如果
需要，巴西队23人的名单在首场比赛前随时都可以更改。

国安外援奥古斯托
期待保住巴西国家队位置

责任编辑 周倜
2018年6月7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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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世界杯特刊

� � � � 法国总统马克龙5日前往克莱
枫丹训练基地，探望正在为2018年
世界杯足球赛进行最后阶段备战的
法国男足国家队将士。

自1998年开始，法国总统在世
界杯赛前探望球队成员成为一项惯

例。 当天马克龙与法国队全体成员
共进午餐。“之前我说过， 等到你们
闯过四分之一决赛后， 我会来看望
你们。我说的是‘等到’而不是‘如
果’。” 言语间马克龙意在提振众将
士信心。 （据新华社巴黎6月5日电）

马克龙探望法国将士
总统来了

下期奖池：5772639586.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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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0 6 7 5
排列 5 18150 6 7 5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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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65 07 10 28 31 32 08+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1

10000000 30000000

60000006000000

赛
前
动
态

新闻多一点

� �� �C组拥有夺冠大热门法国，让秘鲁、丹麦和澳大利亚只能
争夺第二个晋级名额。20年前， 法国在齐达内、 德尚的率领
下，举起了大力神杯。20年后———

� � � � 6月1日，
在法国尼斯举
行的世界杯热
身赛中， 法国
队以3比1战胜
意大利队。图
为法国队球员
姆巴佩在比赛
中拼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