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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6月11日电（记
者王晨笛）俄罗斯国家足球队老牌中
后卫伊格纳舍维奇10日表示，目前
处在世界杯最后备战阶段的俄罗斯
队只专注于训练。

伊格纳舍维奇当天在莫斯科接受
媒体采访表示，备战在家乡举办的世界
杯并无特别之处，全队上下首要任务是
做好本职工作。目前所有队员只专注
于训练，教练员正在不断尝试新的战
术。而关于“球队首战表现对俄罗斯

的意义”“世界杯对
俄罗斯的意义”等话
题并不在球队目前
的考虑范围内。

此前的热身赛
中，俄罗斯队 0∶1
不敌奥地利队，1∶1

战平土耳其队，均未取得胜果。伊格
纳舍维奇对此表示，虽然不敌奥地利
队，但球队在与土耳其队的比赛中状
态开始转好，希望接下来能够以最佳
状态参加与沙特队的世界杯小组赛
首战。至于球队的训练效果，“一切
比赛见”。

今年38岁的伊格纳舍维奇代表
国家队征战欧锦赛、世界杯等重要国
际赛事多年，其与另一位主力中后卫
别列祖茨基共同组成了俄罗斯队防
线的“中流砥柱”。

本月3日，俄罗斯足协公布了世
界杯俄罗斯队最终名单，本已打算隐
退的伊格纳舍维奇再次被征召，以便
加强基本无人可用的防守力量。

本届世界杯上，俄罗斯队与乌拉
圭、埃及、沙特队同在A组。

再过三天，世界杯的光芒将照耀
俄罗斯大地，球迷们又会陷入四年一
度的狂欢。谁将一战成名，谁将穿走
金靴，谁将七战功成，悬念都将在未
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一揭晓。

东道主交出怎样的答卷？
过去两届世界杯，东道主的表现

都不尽如人意，南非成为第一支未能
小组出线的东道主，巴西队在2014
年获得了殿军，可与他们在本土夺冠
的期望相去甚远，何况他们还在家门
口连续遭遇耻辱性失利。身为本届
世界杯东道主的俄罗斯队近年来有
些青黄不接，即便同组对手没有绝对
豪门，但与乌拉圭和埃及这样的球队

交锋，他们的胜算也不大。
除了球队本身的表现，俄罗斯

能否办成一届出色的世界杯也有待
考验。在经历了一系列风波之后，
俄罗斯在办赛能力上被打了大大的
问号。球场、交通、安保、接待……
面对这些问题，俄罗斯能交出怎样
的答卷？

谁将一球成名？
世界杯历来就是球员展现自己

的舞台，像梅西、C罗这样的巨星自
然不再需要通过这四年一次的赛事
提升知名度，但对于大多数球员来
说，世界杯就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捷
径。里贝里、厄齐尔、苏亚雷斯无不

是在自己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上听
到了来自世界的掌声。

通过世界杯完成华丽转身的球
员无外乎两种，要么是像J罗、博格
巴这样当时就小有名气，世界杯后身
价暴涨的超级新秀，要么就是像纳瓦
斯、布拉沃这样之前默默无闻，但凭
着自己在世界杯上的优异表现立刻
转会顶级俱乐部的“草根”。本次世
界杯，又有很多球员将首次踏上世界
杯的征程，而他们当中有谁会找到加
盟豪门的“敲门砖”呢？

南美球队欧洲称雄？
欧洲球队近些年在世界杯上表现

强势，连续三届问鼎，上一届世界杯德

国队捧杯，让欧洲球队首次在南美称
雄。本次世界杯，巴西、阿根廷、乌拉
圭、哥伦比亚与秘鲁队毫无疑问肩负
着帮助南美足球找回尊严的使命。

在“南美五虎”中，巴西队最被看
好。相比于四年前略显“平民”气质
的“桑巴军团”，现在在当家球星内马
尔的身边，已经多了像库蒂尼奥、热
苏斯、卡塞米罗这样可靠的帮手。
1958年，巴西队在瑞典首次赢得世
界杯，60年后，同样在欧洲作战的

“五星巴西”能否为球衣再绣一颗星？

“黑马”搅局？
这是一届没有传统劲旅意大利

与荷兰的世界杯，但这也在客观上
为一些小球队提供了“爆冷”取得好
成绩的“温床”。通过观察往届或者
世预赛上的表现，哥斯达黎加、冰
岛、瑞典等球队都有成为“黑马”的
资本。

巴西世界杯，哥斯达黎加队从拥
有意大利、乌拉圭的“死亡之组”中脱
颖而出，在点球大战中憾负荷兰队止
步八强，此番再战世界杯，这支球队
无疑会受到更多关注。首次参赛的
冰岛队在世预赛中以小组头名出线，
证明自己在欧锦赛的成绩并非昙花
一现。瑞典队在晋级之路上连克荷
兰和意大利队，“北欧海盗”又能否在
俄罗斯扬帆远航？

“金靴”花落谁家？
从梅西到C罗，从萨拉赫到内马

尔，从莱万到苏亚雷斯，几乎五大联
赛最优秀的前锋都聚集到了俄罗
斯。这些顶级射手多大程度上把在
俱乐部的状态带到俄罗斯，将直接决
定着各队的世界杯前途。

提到世界杯“金靴”，就不得不提
德国队的托马斯·穆勒，这位未满30
岁的拜仁球员在两届世界杯上打入
10球，成为世界杯现役最佳射手。
尽管过去一段时间穆勒表现有所起
伏，但在拜仁主帅海因克斯麾下，穆
勒又及时找回了状态。世界杯上，球
迷们或许又会看到“二娃”变身“托马
斯·世界杯·穆勒”。

谁将封王？
32支球队，只有一支能登上巅

峰。736名球员，只有23人能最终捧
杯。虽然没有了意大利与荷兰队，但
夺冠的热门球队仍不在少数。

力争卫冕的德国队、志在一雪前
耻的巴西与西班牙队、天赋异禀的法
国与比利时队、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
和C罗率队的葡萄牙队……这些球
队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拥抱大力神
杯。世界杯的终极谜底，将在7月15
日公布答案。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11日电）

新华社华盛顿6月10日电（记
者周舟）国际足联决定在今年的俄
罗斯世界杯中首次使用视频助理裁
判（VAR）技术，以减少“冤假错
案”。然而，比利时一项研究发现，
这种辅助技术可能导致裁判对犯规
的判罚更加严厉。

VAR是指包括视频助理裁判
员以及配套设备、流程、规范等在内
的一整套辅助判罚系统。视频助理
裁判员通过慢动作等回放视频向主

裁判提供信息，协助主裁判纠正错
判、漏判等。

比利时鲁汶大学研究人员在新
一期美国《认知研究：原则与影响》
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说，视频播放
速度会影响裁判对犯规严重程度和

犯规意图等的判断，观看慢动作视
频时，裁判给出的红牌比观看正常
速度视频时更多。

研究人员以 5 个欧洲国家的
88位资深足球裁判为实验对象，让
他们观看以正常速度或慢动作播

放的犯规场景视频回放，并由两位
前国际裁判独立判断每个犯规场
景的正常判罚。

论文通讯作者、鲁汶大学研究
人员约希姆·施皮茨介绍说，在判
断越位或身体接触细节等犯规事

实方面，慢动作视频能略微提高裁
判的准确度。但在判断球员犯规
意图或力度时，慢动作回放可能不
是最理想的工具，它会加重裁判员
对意图的感受。

从实验数据来看，裁判看慢动
作场景的判罚准确率为63％，而观
看正常速度视频时判罚准确率为
61％。研究人员建议，世界各地的
足球协会为VAR制定规范时，应
考虑到这一点。

谁将一战成名 谁将穿走金靴 谁将七战功成

俄罗斯世界杯看点十足

距世界杯开幕还有2天

2018赛季全国运动训练竞赛联
盟足球联赛总决赛近日在武汉体育
学院结束。海南师范大学足球队上
演“黑马”奇迹，在100多支设立运动
训练专业的国内综合类院校足球队
中，获得亚军。这是我省大学生足球
队迄今为止在国内比赛中取得的最
好成绩。海师大足球队是如何做到
一鸣惊人的？

首场负于对手后，海师大队完全
不被看好，没想到海师大队此后上演

“逆袭”好戏，连续战胜了3支强队，
进入了决赛。海师大体育学院院长
张新定透露，参赛的其他院校球员不
乏一级运动员和健将级运动员，海师
大队则由本土球员为主组成。在总
决赛的赛场内外，海师大队有些“另
类”，球场上他们黑瘦，但体能充沛，
场外，球队统一排队前往食堂就餐和
球场比赛。

海师大这几年很重视足球运动
的开展，体育学院每年招生都向足

球项目倾斜，他们还有意和英国利
物浦城市大学联合办足球教育学
院。体育学院加大了对足球队的管
理和训练力度。足球队一天两练，
球员每天早晨 6点 20 分必须出早
操，风雨无阻。主教练沈新宇透露，
每天早操一个小时的训练课真不是

“走过场”，每天每名球员必跑一个
12分钟跑，要在3000米以上才算达
标。此外，球员还要逐项完成 30
米、40米和50米折返跑。最后，球
员还要咬牙跑完 3个 400米，每个
400米要在1分10秒内完成。张新
定说，海师大的球员身材偏矮，只有
在提高体能方面下功夫。为了能让
球队更科学合理的训练，海师大聘
请了美国春田大学博士生导师、终
身教授刘展给球队进行体能辅导。
刘展此前曾多次担任“国字号”运动
队的体能老师。

总决赛小组赛一天踢一场，淘
汰赛两天踢一场，海师大队在8天内

踢了5场比赛，球员没有因体能不支
下场。沈新宇认为，“跑不死”是海
师大队获亚军的关键因素之一。在
战术打法上 ，海师大队沿袭了一贯
的南派“小快灵”的踢法。这几年，
海师大体育学院着力打造了球队的

“队魂”，使球队更具团队意识。张
新定说，海师大足球队的主要作用
还是育人，通过足球赛培养球员吃
苦耐劳的品质。院方要求球员在比
赛中坚决、无条件服从裁判员的判
罚，不得对裁判员和对方球员口吐
脏字。

张新定透露，海南师范大学将在
桂林洋新校区再修建一座足球场，这
座球场建成后海师大将有两块足球
场。“我们准备联合附近的几所大学，
吸引国内高水平大学生足球队来海
口冬训，把桂林洋大学城打造成国内
大学生足球冬训基地。”他说。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

获全国运动训练竞赛联盟足球联赛总决赛亚军

海师大足球队缘何脱颖而出？
据新华社巴黎6月10日电（记

者苏斌）今年法网期间度过32岁生日
的纳达尔10日直落三盘击败蒂姆，第
11次捧起“火枪手杯”。赛后“红土之
王”表示，毫无疑问网球是他生活中很
重要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自己会享
受当下，未来也会继续享受下去。

“人不能与年龄、与时间抗争，时
间总会流逝。”纳达尔在新闻发布会上
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你在七八年前告
诉我，我32岁时还能赢下这座奖杯，
我会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现
在就是这样。”

他说：“我并不担心未来。我常说
网球毫无疑问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
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很多让我开心
的事情。我会尽量享受下去，在身体
允许的情况下一直打下去，并且保持
对网球的热情。”

今年的法网男单冠军是纳达尔生
涯第17个大满贯冠军，距离老对手费
德勒保持的男子选手大满贯冠军纪录
还差3个。考虑到纳达尔比费德勒年

轻4岁，“红土之王”有望赶上甚至反
超费德勒的纪录，不过纳达尔本人对
此并不“感冒”。

纳达尔法网夺冠后表示：

网球很重要但不是全部

6月11日，2018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加拿大站比赛在蒙特利尔落幕，法拉利车队
德国车手维泰尔夺冠。图为维泰尔在比赛中通过
黑白格旗。 新华社发

F1加拿大站收兵

维泰尔夺冠

图为纳达尔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海口巴萨足校杯”
校园足球邀请赛收兵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江昊天）经过4
轮激烈比拼，第二届“海口巴萨足校杯”校园足球
邀请赛近日在海口观澜湖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
地结束。灵山中心小学队在决赛中以3：1战胜景
山学校队，获得U12年龄组冠军。景山学校U10
队在决赛中以2：0战胜巴萨足校队，赢得该年龄
段冠军。

来自海口市 7所学校及巴萨足校的U10、
U12年龄段的13支队伍、200多名小球员参赛。
本届杯赛是“海口巴萨足校杯”系列赛第二次举
办，该项赛事为“巴萨足球进校园”公益活动的一
部分，旨在加强巴萨足校与本地学校的交流互动，
促进足球运动在中小学中的普及和发展。比赛采
用7人制，分为小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比赛还
设置了特别奖项“最佳巴萨风格奖”，以奖励踢球
风格最像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一线队的队伍。

海口巴萨足校项目总监保罗说，在比赛中
能够看出所有队伍的技战术水平都有了进步，
涌现出一些有天赋的小球员。他希望，能够用
原汁原味的巴萨青训模式提高海南小球员的技
战术水平。

据悉，今年7月至8月海口巴萨足校将举办
3期足球夏令营。

中国跳水队第五次
包揽世界杯金牌

据新华社武汉6月10日电（记者李劲峰 周
欣）11金4银！中国跳水队在武汉举行的2018年
跳水世界杯上包揽所有项目冠军，也创造了跳水

“梦之队”在世界杯中五次包揽金牌的纪录。中国
跳水队领队周继红赛后说，这次拿冠军多，自然很
高兴，但压力也不小，后面的任务更艰巨。

里约奥运中国跳水队夺得8个项目的7枚金
牌后，队员难免进入大赛后的调整低谷期。距离
东京奥运还有两年时间，本届世界杯也是跳水“梦
之队”队员更替、调整恢复的重要国际赛事。因此
去年全运会结束后，跳水国家队就开始集训，备战
世界杯和即将开幕的亚运会。

11个项目的金牌，加上4个单人项目的亚军均
无旁落，这一战果让周继红格外高兴。“为运动员、教
练员的付出感到高兴。”她说，这届世界杯主要目的
还是锻炼队伍，在这种大赛紧张气氛中，让运动员
能够成长，知道自己问题在哪儿，方便后面解决。

尽管第五次包揽世界杯冠军，本届比赛中中
国队表现还是“喜中有忧”，尤其是在男队稳定性
方面。相对于女队主力施廷懋、王涵在3米板、混
双等项目的统治级表现，10米跳台张家齐等小将
冒头，男队表现难言拥有夺冠的绝对优势。

世界男排联赛巴西站

中国队0∶3不敌东道主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6月10日电（记者赵

焱 陈威华）中国男排10日在巴西中部城市戈亚
尼亚举行的世界男排联赛巴西站比赛中0∶3不敌
东道主，巴西队本站三战全胜。

在这站比赛后，中国队在今年的联赛中仅获
得两次胜利，总排名第14位；而巴西取得9胜的
战绩，暂居第二。

比赛开始后，两队攻守相对平衡，特别是中国
队张景胤发挥出色，但比赛进行到巴西队12∶11
后，巴西队优势开始显现，直到结束始终保持约4
分的领先，最终25∶20拿下首局；第二局比赛中国
队开场连续失误，巴西队很快6∶2领先，虽然中国
队一度追到9∶10、10∶11，但随后巴西调整状态，
以25∶19取胜第二局；第三局比赛，虽然最后关头
中国队开始发力，但为时已晚，最终巴西队27∶25
结束比赛。

下周中国队将迎战韩国、澳大利亚和意大
利队。

近日，在比利时
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
一场俄罗斯世界杯热
身赛中，比利时队以
3：0战胜埃及队。

图为比利时队球
员贾努扎伊（左）与埃
及队球员穆尔西在比
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热身赛战报

巴西3∶0奥地利

韩国0∶1塞内加尔

俄罗斯队老将伊格纳舍维奇：

专注训练不谈比赛

“视频助理裁判”将亮相世界杯
或致判罚更严厉

内马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