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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VS荷兰
上届决赛一幕重演

巴西萨尔瓦多新水源球场里， 上届
冠亚军在本届世界杯 B 组的小组赛首
场就将展开对决，这必将是一场“火星
撞地球”的精彩之战。 实力更胜一筹的
西班牙队很有可能再次战胜荷兰队，南
非决赛的那一幕将再次上演。 荷兰和西
班牙的小组赛首场对决结果在很大程度

上将决定小组前两名的前后位次。 如果
获得小组第二， 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将很
有可能面对东道主巴西队，因此，两队在
小组赛首场必将拼尽全力。

尽管核心球员老化，状态下滑，后防
也存在隐患，但从整体实力而言，西班牙
队仍在荷兰队之上。 拥有哈维、 伊涅斯
塔、法布雷加斯、席尔瓦这些超级豪华中
场球员控制比赛节奏，依靠科斯塔、比利
亚、 内格雷多和托雷斯攻城拔寨， 掌握
“TIKI－TAKA” 战术精髓的西班牙队

仍然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的大热门。
两队中场风格迥异、各有千秋，荷兰

人的冲击力更强，斯内德、德容领衔的中
场作风更加硬朗， 而西班牙队中场则控
制力更强，将球控制在自己脚下，甚至让
对方碰不到球是西班牙人近年来称霸天
下的秘诀。

锋线方面，“橙色军团” 相对更加犀
利，世界杯预选赛中荷兰队共打入 34球，
攻击力堪称恐怖，“小飞侠” 罗本和范佩
西正值“黄金年龄”，刚过而立之年的他

们无论经验和体力都处在最佳阶段。 西班
牙队的无锋战术虽然使得球队人人都可
能成为破门最后一击的执行者，但进球数
相对偏少仍是“斗牛士”的隐痛。

与中前场相比，两队的后防都略逊一
筹，而整体上西班牙队更加稳固。当年用全
攻全守打法引领世界足坛的荷兰人实际上
在进攻方面更加擅长， 而这次出征巴西后
防线一群新丁，难免让人提心吊胆。

智利 VS澳大利亚
澳洲袋鼠“往高处蹦”
智利与澳大利亚队是一场提前到来

的“生死战”。
智利队作为本届世界杯被热捧的“黑

马”，其实“盛名之下，压力山大”。因为他
们只有在澳大利亚人身上全取三分，才能
期待在与西班牙和荷兰队的比赛中创造
奇迹，从小组中突围。 不过，智利人在赛前
却遭遇沉重打击，当家球星比达尔膝关节
手术的恢复缓慢， 将铁定缺阵首场比赛。
因此，主帅圣保利只能仰仗西甲双煞桑切
斯和巴尔加斯在锋线上摧枯拉朽。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防守反击几乎是
本场比赛战略上的唯一选择。手握三个世
界杯进球的卡希尔已经 34岁， 在锋线上
独木难支。 在运动战中，澳大利亚队很难
给智利队造成威胁，因此他们很有可能陷
入全面退防却无力反击的窘境。 因此，留
给袋鼠军团的唯一策略是“往高处蹦”，
通过角球和任意球，利用身高优势“高空
轰炸”，威胁智利队的大门。袋鼠军团的体

能堪称世界一流，韧性更是让人生畏，若
澳大利亚队能成功将比赛拖入最后一
刻，胜利的天平恐将向他们倾斜。

喀麦隆 VS墨西哥
两支哀兵交锋和为贵
A 组首轮第二场比赛将在纳塔尔

沙丘球场展开， 由中北美洲传统劲旅墨
西哥队迎战“非洲雄狮”喀麦隆队。墨西
哥在世预赛死里逃生， 在最近的热身赛
也连遭败绩； 而喀麦隆刚上演一出因嫌
奖金少而拒绝出征巴西的闹剧。 两支哀
兵都急需一场胜利来重回正轨。

墨西哥主帅埃雷拉惯用 5－3－2
攻击阵型。 此战术的关键点是突破及奔
跑能力强的边卫，一旦墨西哥转入进攻，
两侧边卫都会压过半场， 形成中前场 7
人强攻的阵势。

喀麦隆向来起伏较大， 一旦让他们
打开局面，或将一发不可收；若被压制，
也很可能一溃千里。

从世界杯过往战绩看， 喀麦隆就比
墨西哥逊色很多。 喀麦隆队曾先后 6次
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并且在 1990
年晋级八强。 但在接下来的 1994、
1998、2002 和 2010 年 4 届世界杯上，
喀麦隆队均止步小组赛。

反观墨西哥，他们是过去五届世界杯
中全部实现小组出线的三队之一，另外两
队是德国和巴西队。 此外，本届世界杯，墨
西哥也算半个主场，这些无疑会让墨西哥
占据心理上的优势。 ■ 王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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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队担心
首战草皮太差

新华社伦敦 6 月 12 日电（记者刘石
磊）除炎热、潮湿的热带雨林天气之外，
英格兰队又多了一个值得担心的外界因
素———糟糕的草皮。 在 12 日抵达首战
比赛城市马瑙斯之后， 英格兰队将专门
派人考察草皮状况， 因为有曝料称这块
场地的情况“实在糟糕”。

据英国媒体报道， 本周有内部人士
进入即将迎来“英意大战”的亚马孙球
场，其拍摄的照片显示，尽管马瑙斯湿润
多雨， 但这块球场的草皮竟 “过于干
燥”，甚至许多区域还暴露着沙土。 英格
兰队计划于 13 日到亚马孙球场进行适
应性训练， 准备次日在这里举行的世界
杯首战。

亚马孙球场的草皮提供商 11 日
也承认，目前这块草皮的确“状况不
佳”，管理方已经启动了紧急计划，将
尽力改善草皮状况，但也坦承“周六
之前恐怕不会有太大改善”。 一位国
际足联消息人士称， 国际足联官员曾
建议亚马孙球场采用夜间照明以帮助
草皮生长， 但球场管理方拒绝了这一
建议。

每次都被视为夺标热门，但每次离登顶就差一点———

德国队缺少一名灵魂人物？
近些年世界大赛，德国队每次都被

视为夺标热门， 但每次离登顶就差一
点。 到底缺哪一点点，德国人一直在反
省。 巴西杯赛在即，专家们又纷纷就此
说事，矛头直指勒夫帐下的德国队缺少
领军人物问题。

在德国长大的加纳国脚凯文·博阿
滕如是炮轰今年小组赛对手德国：“德
国队缺少能够带领全队顶住大赛压力
的领袖人物，所以近些年几次大赛德国
队总是止步决赛或半决赛。 每到关键时
刻都掉链子。 ”

队中神人雾里看花

德国《焦点》杂志进行的一项民调也
显示德国球迷对国脚中谁堪当群龙之首
莫衷一是：队长拉姆得票率最高，但也仅
仅是 15％。 其次是穆勒，14％； 小猪，
12％；其后依次是胡梅尔斯、赫迪拉、默特
萨克和克洛泽。 勒夫带领的德国“黄金一
代”真的缺乏笑傲江湖的神韵吗？

德国老门神卡恩对拉姆和小猪颇
有微词：“我觉得一个队里的灵魂人物
应该面对问题敢于直言，要有那种遇到
逆境敢向伤口上再撒把盐的人物。 ”

马特乌斯呼唤来者

曾几何时， 德国非常倚重马特乌
斯、萨默尔、埃芬伯格、卡恩等等一呼百
应、叱诧球场的大将。 廉颇老矣，留下的
是众说纷纭的缺憾。 尽管德国明斯特大
学的研究强调了领军人物的重要性，但

勒夫却不以为然。 他说：“孤独、张扬的
领袖时代已成过去，如今重要的是团体
配合。 那些放荡不羁的人在现代足球中
已不能发挥建设性作用。 ”

勒夫哲学：完美团队

对勒夫来说，全队完美地整体作战
是致胜的关键。“每个队员必须不折不扣
地明白自己在场上的职责，”勒夫说。 德
国队领队比埃尔霍夫也说：“足球场上如
今已不再是个人英雄主义时代。领袖型人
物也是队中一员，每个人都不可或缺。 也
就是说球队第一，其次才是领袖。 ”

对此卡恩和凯文·博阿滕当无异
议，但是他们说的“致胜人物”指的是
像西班牙的伊涅斯塔、哈维或意大利的
皮尔洛这样的人，这种类型的球员不一
定非得在队中耀武扬威。 卡恩等人非常
清楚，自我意识很强的球星和队中的灵
魂人物两个角色并不一定相互排斥。

尽管见仁见智， 勒夫显然也乐意微
调阵容解决领袖问题。 颇有影响力的拉
姆可望从右后卫改打后腰， 以便更好地
观察场上形势，调动全队取胜。这可能会
让小猪成为板凳球员。归根究底，一山不
容二虎，场上不能多头指挥。赢球才是硬
道理。 (新华社柏林 6 月 11 日电)

卡希尔鼓励年轻球员

要勇往直前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6 月 11 日电

澳大利亚队 13 日将在巴西世界杯 B
组小组赛中迎战首个对手智利队，队中
的世界杯三朝元老卡希尔 11 日鼓励年
轻队员要“放下包袱、稳扎稳打、享受
比赛”。

澳大利亚队 11 日在驻地维多利亚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他们随后将前往库
亚巴与南美人过招。 卡希尔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你必须无所畏惧，那样才会在
比赛中有所成就。 ”

这位澳大利亚队史上进球最多的球
员回忆道：“2006 年， 我在世界杯上打
进两球（对阵日本队），我当时就是天不
怕地不怕， 希望这些小伙子们如今也能
一样。 ”

“袋鼠军团”在新任主教练波斯
特科格鲁的带领下正进行着新老交
替，科威尔、施瓦泽、维杜卡等老将纷
纷离开， 而作为澳大利亚 “黄金一
代”最后的旗帜，34 岁的卡希尔希望
在本届世界杯上与澳大利亚队一起
创造历史。

“我对他们唯一想传达的讯息就是，
别错过这次机会， 别甘当过客， 享受比
赛，相信我们在过去 6 个月所学到的东
西，相信我们自己，我们的战术，以及我
们踢球的方式，”卡希尔说。

澳大利亚队的小组对手还包括
卫冕冠军西班牙队以及上届亚军荷
兰队。

新华社雅温得 6 月 11 日电（记者
刘芳）米拉大叔 11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 他支持喀麦隆国足向政
府和足协索要奖金， 鼓励埃托奥率队
奋战。 他同时指出，“无敌雄狮”小组
处境不佳，首场对墨西哥队的比赛“非
常艰难”。

米拉说：“国足有理由要求兑现奖
金，那是他们应得的钱。（喀麦隆）足协
拿了政府给的钱， 拿了赞助商的钱，拿

了国际足联的钱，为什么球员的奖金总
是不见踪影？ ”他说，足协管理者故意
逼得球员出此下策，想引导国内舆论会
声讨国足， 但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回
事，“喀麦隆人心里都明白”。

本月 8 日， 在政府包机起飞前，喀
麦隆国足指责政府和足协不兑现世界
杯参赛奖金，拒绝登机。 与喀体育部和
足协讨价还价数小时之后，喀国足领到
部分奖金，启程赴巴西，比预计时间推

迟近 20个小时。 喀足协声明未透露已
兑现奖金的数额，但是特别说明，钱是
私营机构垫付的。

随团记者让·兰伯特·朗在飞机起
飞前告诉记者， 喀政府和足协答应的
奖金全加起来，应该是每人 6000 万非
郎（约 12 万美元）。 相对于喀麦隆这
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
这的确是好大一笔钱；不过，这只是账
面数字， 最终能兑现多少， 谁也拿不

准。 正因为政府和足协经常 “打白
条”，球员被逼无奈，才不得不威胁不
给钱就不出征。

据了解， 喀国足包机载了 240 多
人，喀足协还有人已先期抵达巴西。 米
拉说：“他们星期五给我打电话， 叫我
星期天乘机出发。 我又不是一袋木薯，
扛起来就走。他们叫我去领 400万非郎
（约合 8000美元）差旅费，体育部司长
们领的是 1500 万非郎。 ”米拉大叔对
喀麦隆足协从不客气， 他说过，“喀麦
隆足协没有一个懂球爱球的，全是抢钱
的”。 他说，他决定留在喀麦隆看巴西
世界杯。

曾与米拉大叔共同征战 1990、
1994、1998 年世界杯的喀国足老队员
比耶克目前在加蓬一支甲级队当教练。
正是比耶克在意大利世界杯对阿根廷
的比赛中踢进了铭刻史册的那粒进球，
让世人从此对非洲足球另眼相看。他在
接受采访时同样直言不讳：“球员在流
汗，但现在的足球管理者当中，有人中
饱私囊。 ”

回顾 1990年世界杯时，比耶克说：
“当年我们把心焊在一起，才有了喀麦
隆足球的恋曲 1990。 那年头，训练条件
很差，但是大家奔的是同一个目标。 现
在心不齐，劲怎么往一块使，劲不往一
块使，球队能走多远？ ”

米拉大叔认为，喀麦隆国足小组
赛面对的墨西哥队和克罗地亚队都
是强敌，首场对墨西哥，“无敌雄狮”
必须全力以赴。 他说：“喀麦隆当局
已经遂了球员的心愿，现在是为了国
家的荣誉和人民的期望，雄狮们必须
奋战。 ”

米拉大叔力挺喀国足“逼薪”

赛事预告
14日
00:00� �墨西哥VS�喀麦隆
03:00� �西班牙VS�荷兰
06:00� �智利VS澳大利亚

（CCTV—5 直播）

首届龙舟世界杯结束

中国队夺总冠军
新华社福州 6 月 12 日电 （记者郭圻 陈旺）

经过三天时间五个项目的竞技， 中国龙舟队以三
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累计积分排名第一， 获得首届
国际龙舟联合会世界杯赛总冠军， 菲律宾和加拿
大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在 12 日下午举行的 500 米混合直道竞速决
赛中，中国队和菲律宾队展开激烈角逐，最终，菲
律宾队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战胜中国队， 夺得该项
目冠军，中国位居第二。

由于本届龙舟世界杯赛排位是依据五项赛事
成绩所获积分累加排名， 中国队夺得三金一银一
铜，总得分 67分，如愿捧得总冠军奖杯。

中国龙舟队教练渺洪坤表示， 中国队的临场
经验还有所欠缺， 男女队员还需要磨合， 因此在
100 米和 500 米混合直道项目中失手，不过比赛
风云际变，获得丰富的比赛经验才是最大收获。

据了解， 首届国际龙舟联合会世界杯赛由国
际龙舟联合会主办， 福州市承办，12 个国家和地
区的龙舟队参与了比赛。

日本羽毛球公开赛

王仪涵爆冷无缘八强
新华社东京 6 月 12 日电 前世界冠军、2号种

子王仪涵在 12日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第二轮中不
敌日本“巨人杀手”高桥沙也加，无缘女单八强。

26 岁的王仪涵本赛季状态不错，此前已取得
韩国和新加坡两站超级赛冠军。 但当天的比赛落
入高桥的掌控之中，后者用时 38 分钟，以 21：13
和 21：16 连赢两局。 现年 21 岁的高桥曾在去年
德国公开赛上三局击败中国的世界头号选手李雪
芮，还在 2013 和 2014 年亚洲锦标赛上战胜过泰
国天才少女、2013 年世锦赛冠军因达农， 获得
“巨人杀手”之名号。

头号种子李雪芮继首轮艰难取胜卫冕冠军、
日本 17 岁新秀山口茜之后， 当天直落两局，以
21：5、21：16 顺利击退另一位日本选手广濑荣理
子，晋级八强。

在男单比赛中，“全满贯”林丹以 21：17、21：
15击败队友高欢。 2号种子谌龙以 21：17、21：15
淘汰中国香港队的胡赟。头号种子、马来西亚名将
李宗伟遇到了德国选手茨维布勒的顽强阻击，在
以 21：13 轻松赢下首局之后，他在第二局被逼至
26：26，才终于连得两分锁定胜局。

南海网彩票购彩平台重磅上线

和你一起竞猜世界杯
本报海口 6 月 12 日讯（记者罗孝平）2014 年

巴西世界杯明天正式打响， 追求便利的海南彩民
不出家门同样可以投注世界杯彩票， 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旗下南海网彩票购彩平台（http://88.
hinews.cn/）已经全面上线啦！

不少用户都没有网络购彩的经历， 面对网络
购彩肯定会想“买了彩票没凭证”、“中奖了怎么
办”、“去哪里领奖”等疑问。 南海网彩票频道向
您保证，只要您的奖号与官网一致确定中奖，我们
会在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解决您的所有顾虑。
当然，我们也会发挥网络购彩的优势，让您永远告
别弃奖。 因此， 球迷朋友可在南海网彩票购彩平
台投注足彩，竞猜冠军，分享世界杯的快乐。 喜欢
大盘玩法双色球、大乐透的彩民，也可通过南海网
彩票频道在线轻松选号投注， 快开游戏 11 选 5
等更多彩种。

南海网彩票频道负责人介绍， 作为华南地区
最大的网上彩民社区， 拢聚着大批双色球、 七星
彩、大乐透、福彩 3D、排列 3 等彩民，每天几万人
同时在线交流。 同时， 南海网彩票频道还将不断
提升服务，构筑权威、专业、信誉、幸运的购彩平
台，满足广大彩民交流心得，选号投注。

据介绍， 南海网是海南省最具影响力的综合
门户网站。

海大 EMBA总裁班
举行高球赛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 经过一轮 18 洞的角
逐，“大丰收”杯海大 EMBA 总裁班高尔夫球队
2014 夏季邀请赛近日在海口观澜湖 2 号球场收
杆。杨爱国发挥出色，以 77杆的成绩获得了 A组
总杆冠军。

共有 100 多名业余高手参赛，比赛进行得紧
张激烈，分为 3 个组进行。 获得 A 组亚军和季军
分别为许国海 79杆 (后 9洞成绩好)、 陈继武 79
杆。 获得 B组总杆冠、亚、季军的分别为莫志威 82
杆、刘东民 85杆(后 9洞成绩好)、李海成 85杆。获
得 C组总杆冠、亚、季军的分别为康永新 87杆、张
吉瑞 93杆(后 9洞成绩好)、吴益宏 93杆。 曹国明
获得了最近洞奖，吴金泽获得了最远杆奖，黄绍芸
获得了 BB奖。团体冠军为 9班（527杆）、亚军为
4班（537杆）、季军为 3班（538杆）。

赛事预告
NBA总决赛

（第 4 场）
热火 VS 马刺
13 日 09:00
CCTV5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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