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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日，世界杯小组赛点燃
战火，苏亚雷斯、萨拉赫和C罗超级
巨星相继亮相。如不出意外乌拉圭
和摩洛哥能笑到最后，西班牙队和葡
萄牙队的“两牙”大战，则看两队的临
场发挥和球星的灵光一现。

乌拉圭VS埃及
埃及难全身而退

从实力上分析，首届世界杯冠
军、15次问鼎美洲杯的乌拉圭无疑是
本组中最强的球队。乌拉圭队目前
世界足联排名第17位，该队既有南
美洲球队较为细腻的技术和配合，也
不乏凶狠的防守。面对世界两大超
级前锋苏亚雷斯和卡瓦尼领衔乌拉
圭队的锋线，没有几支球队的后防线
能守得住他俩的冲击。

埃及队曾7次夺得非洲杯冠军，
这次是第3次参加世界杯，也是时隔
28年后重回世界杯。面对老牌南美
劲旅乌拉圭队，埃及队多半难以全身
而退。在埃及队的23人大名单中，
主力门将已经45岁，是世界杯史上
年龄最大的球员。人们之所以还对
埃及队报一点“爆冷门”的希望，全是
因为该队的萨拉赫。埃及此次能够
晋级世界杯，萨拉赫是头号功臣，在
最后阶段的5场小组赛中，萨拉赫一
人独进5球，埃及队就是萨拉赫一个
人的球队。可以说如果没有萨拉赫，
那么埃及不可能时隔28年后重返世
界杯。对埃及队很不利的是萨拉赫
的肩伤，假如萨拉赫因伤缺席本场比
赛，那么埃及队就输定了。这并非小
看埃及队，近期在萨拉赫缺阵的几场
热身赛中，埃及队无一胜绩。

摩洛哥VS伊朗
握手言和可能性不小

本场比赛是一场谁也输不起的
比赛，只有胜者才能保留晋级的可

能。毕竟，无论是摩洛哥队还是伊朗
队，想要战胜C罗领衔的葡萄牙和群
星荟萃的西班牙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这场看似“菜鸡互啄”般的较
量，实则是一场生死战，输掉比赛的
一 方 将 提前宣告从小组出局。
阔别20年摩洛哥队重回世界杯，中国
球迷比较熟悉的是该队主帅勒纳尔，
这名硬朗的法国老帅哥曾是上海中远
队的助教。此外，这支非洲球队中的
大部分球员都出生于法国和荷兰，并
且都在欧洲联赛中效力。摩洛哥队的
防守堪称固若金汤，在世界杯预选赛
的赛场上，他们小组赛阶段一球未失，
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伊朗在亚洲赛场罕逢敌手，球队
锋线是在欧洲闯荡的贾汉巴赫什和
阿兹蒙，上赛季，进21球的贾汉巴赫
什获得了荷甲联赛金靴。

西班牙vs葡萄牙
换帅后的西班牙晴转多云

西班牙vs葡萄牙原本是本届世
界杯看点十足的一场小组赛，但在距

本场比赛不足56个小时的时候，西
班牙足协“挥泪斩马谡”，解雇了宣布
世界杯后加盟皇马的主帅洛佩特
吉。大战在即，斗牛士军团陷入了

“群龙无首”的境地，世界杯前景也变
得暗淡起来。

其实，比换帅更危险的还在后面，
夺冠大热西班牙已经到了危险的时
刻。首先西班牙队的23人大名单都
是洛佩特吉选择的，新帅耶罗如何搭
配阵容，如何使用球员，这都他费脑筋
的。据传，西班牙队的队内氛围不和
谐，皇马帮和巴萨帮已有内讧的可
能。作为皇马帮的老大、队长拉莫斯
如果无法处理好这件事情的话，西班
牙极有可能和4年前一样小组出局。

抛开换帅的突发事件，本场比
赛可谓皇马“内战”，例如葡萄牙有C
罗、西班牙有卡瓦哈尔、伊斯科和阿
森西奥等球员。西班牙队近两届大
赛的成绩都不是很好，上次西班牙
甚至还没小组出线，踢好首轮和葡
萄牙队的比赛，有助于走出临阵换
帅的窘境。

■ 王黎刚

“两牙”大战引人注目
“埃及法老”难敌乌拉圭队“两大神锋”

世界杯揭幕战打响

“北极熊”狠揍“沙漠之鹰”

“老男孩”阿根廷队
平均年龄29岁半
是本届世界杯最“老”球队

新华社莫斯科6月13日电 阿根
廷队在最后时刻征召佩雷斯来到俄
罗斯，这也让这支夺冠热门球队以
29岁 6个月24天的平均年龄，一举
成为本届世界杯平均年龄最大的球
队，这也是阿根廷队连续第二届享有
这一“殊荣”。

由于25岁小将兰齐尼右膝前十
字韧带断裂，32岁的河床队中场佩雷
斯火线救急，这使得阿根廷队的平均
年龄比之前最“老”的哥斯达黎加队年
长了1天。

4年前的巴西世界杯，阿根廷队
就拥有当时最“老”的阵容，当时他们
的平均年龄为28岁11个月零6天。

36岁的切尔西门将卡巴列罗是
阿根廷队中年龄最大的球员，比马斯
切拉诺年长两岁，洛塞尔索和帕文都
是1996年生人，是阿根廷队内最年轻
的球员，仅有22岁。

拉丁美洲的球队还占据了最“老”
球队四强中的两席，分别是“第三老”
的墨西哥队和“第四老”的巴拿马队。
五星巴西的平均年龄在32支球队中
仅位列第八。

最年轻的球队是哪一支呢？答案
是与阿根廷队同在D组的尼日利亚
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5岁11个月。

午夜速速评

6月14日，2018俄罗斯世界杯在莫斯科开
幕。图为开幕式文艺演出。 新华社发

埃及队主帅：

萨拉赫首战有望登场
新华社莫斯科6月14日电 埃及男足国家队

主教练库珀14日表示，他对此前受伤的萨拉赫出
战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很乐观”。

15日，埃及队将在叶卡捷琳堡体育场迎战乌
拉圭队，当天正值萨拉赫26岁生日。库珀在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如果不出意外，萨拉赫将在这场比
赛登场。

库珀同时表示，球队官员将继续观察萨拉赫在
14日的训练情况，可以确信“他不畏惧上场比赛”。

在前不久的欧冠决赛上，代表利物浦队出战
的萨拉赫左肩受伤。作为当今足坛最炙手可热的
前锋之一，他的伤势牵动着世界范围内球迷的心。

世预赛非洲区最后阶段6场比赛上，萨拉赫
攻入5球，献上2次助攻，帮助埃及队时隔28年重
回世界杯决赛圈。

德国队大将克罗斯：

充满动力踏上卫冕之路
新华社莫斯科6月14日 德国男足国家队大

将克罗斯14日表示，已经走出冲击欧冠冠军的漫
长过程，将充满动力踏上世界杯卫冕之路。

德国队将在17日迎来本届世界杯首个对手
墨西哥队。而在不到一个月前，克罗斯力助皇家
马德里队获得第13个欧冠冠军。

“当你为自己设定一个大目标，实现这个目标
后，会有更大的目标等着你。”克罗斯说，花了几天
时间才从夺得冠军的喜悦中平静下来，世界杯为
他重新注入动力，现在很期待接下来的比赛。

克罗斯获得过一次世界杯冠军、四次欧冠冠
军，在德国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我会告诉队友
们，在世界杯这种比赛上，取胜的决心很重要，但
最重要的还是自信。”克罗斯说，相信队友拥有卫
冕的决心、自信和能力。

克罗斯表示，首战对手墨西哥队整体实力很
强，德国队必须从一开始就集中注意力。

比利时信心十足
进发俄罗斯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13日电（记者潘革
平）世界杯三场热身赛仅失一球、自2016年9月
以来已经连续20场保持不败的欧洲“红魔”比利
时队13日搭乘专机前往俄罗斯。

比利时将于18日迎来与巴拿马的世界杯首
战。目前队员们信心满满，力争在本届世界杯创
造佳绩。得益于近20年大力发展青训，加之球员
们在欧洲各大豪门多年磨练，今天的“红魔”可谓
兵强马壮，各条线上都有着一批天资卓越的球员。

按照比利时媒体的分析，目前球队最令人放
心的就是以阿扎尔为首的一批球员目前均处于巅
峰状态。效力于中超天津权健队的维特塞尔11
日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想走得更远，离不开强大
的阿扎尔。如果其他进攻球员也有上佳表现，那
我们就能脱颖而出了。”

与“红魔”信心满满不同，比利时球迷对本届
世界杯似乎热情不高：印有“红魔”标志的各式纪念
品乏人问津、电视台世界杯直播时段的广告至今没
有全部卖出、世界杯小组赛3场比赛预留给比利时
球迷的6000张门票只售出了不到一半……

比利时球迷对“红魔”热情不高有着多方面原
因。首先是缺乏意外感，“红魔”近年表现突出，进
军世界杯在球迷心中理所当然。其次担心球队重
蹈覆辙，2016年欧锦赛，赛前大热的比利时队在
先进一球的情况下遭到逆转，最终无缘四强。此
外，主教练马丁内斯不善与外界沟通也有一定影
响，中场球员纳因戈兰落选引发的争议令许多球
迷伤心。

看点

3
切雷舍夫踢进了他

在国家队处子球，也是
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首
粒替补球员进球。他也
成为 1998 年杜加里、
2006年坎比亚索和马
特拉齐、2014年萨马里
斯之后，世界杯历史上
第5位上半时进球的替
补球员。俄罗斯只用了
43分钟就追平了上届世
界杯进球数（2球）。

比赛第 22 分
钟，俄罗斯队扎戈
耶夫无球状态下奔
跑时拉伤，最终被
切雷舍夫替换下
场。这也是本届世
界杯的第一次换人

在世界杯的历
史上，凡是有主办
国参加的揭幕战，
东道主球队从来
没 有 输 过 球 。
2018 年 6 月 14
日，俄罗斯队延续
了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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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成

俄罗斯世界杯的揭幕战由东道
主对阵沙特阿拉伯队，这两队在世界
杯 32 强中，位列 FIFA 世界排名的最
后两位。“垫底球队”之争，让揭幕战
的吸引力严重不足。赛前，充满了

“菜鸟互啄”、“鱼腩对垒”等调侃。
近几届世界杯的揭幕战都是进

球少的闷战，本届世界杯揭幕战最终

踢成了5：0，虽说技战术没有太多值
得称道的亮点，但至少进球多，场面
上不算太沉闷。

沙特队的世界排名（第 67）还比
俄罗斯队（第 70）高三位，但 FIFA 排
名与真实实力很多时候是两回事。
一开场俄罗斯队就压上狂攻，沙特队
疲于防守毫无还手之力。进球看起
来是早晚的事，但没想到来得这么
快，第11分钟，俄罗斯队就由加津斯
基打进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失
球后沙特队的反扑尽管威胁有限，但
至少让俄罗斯队不再“放肆”强攻。
第 42 分钟，小将戈洛温再次闪光助
攻，切雷舍夫轻巧破门。此球宣告胜

负已无悬念，也说明了为什么弱队要
打防守反击，当弱队似乎也有些攻势
时，往往预示着离失球不远了。

可悲的是，沙特队就算立足防守
也守不住，下半场俄罗斯再进三球，
补时阶段接连打入世界波。不过，与
其说俄罗斯队进攻犀利，还不如说沙
特队实力太弱防守不力。值得一赞
的是，小将戈洛温三次助攻一个进
球，无疑是本场比赛表现最出色的球
员。他也是俄罗斯队中，为数不多的
技术型的球员。戈洛温在赛前就倍
受关注，看来真的有两下子。

俄罗斯队借助东道主之利，分在
了本届世界杯整体实力最弱的一

组。首战5：0大捷，让俄罗斯队士气
大振。但谈到小组出线，恐怕还为时
尚早。俄罗斯队斗志毋容置疑，但真
实战力还有待进一步检验。本组无
疑乌拉圭实力最强，而俄罗斯第二轮
与埃及之战，是争夺小组第二的关键
战役。

沙特队在亚洲区 12 强赛中力
压澳大利亚直接出线，称得上亚洲
强队之一。亚洲强队在欧洲弱队面
前如此不堪一击，沙特队的表现让
人不得不为亚洲队的前景担忧。上
届世界杯，亚洲队小组赛未获一胜
全部垫底，本届世界杯，这一胜能否
到来？

东道主真实战力还有待检验

6月14日，葡萄牙队在位于俄罗
斯索契的训练基地进行训练，备战第
一场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图为葡萄
牙队球员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
训练中。 新华社发

俄罗斯队迎战
沙特阿拉伯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