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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秒，哥伦比
亚队桑切斯因
为禁区内故意
手球被红牌罚
下，这是本届
杯赛的第一张
红牌，也是世
界杯历史上的
第 2 快 红 牌 ，
仅次于1986年
开 场 54 秒 的
红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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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手榜

球员 进球

c罗（葡萄牙） 3
切雷舍夫（俄罗斯） 2
科斯塔（西班牙） 2
卢卡库（比利时） 2
凯恩（英格兰） 2
戈洛温（俄罗斯）等23人 1

积分榜

（E组）（G组）

（截止北京时间6月19日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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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程

6月20日

葡萄牙VS摩洛哥
CCTV-5
20：00直播

乌拉圭VS沙特
CCTV-5、1
23：00直播

6月21日

伊朗VS西班牙
CCTV-5、1
2：00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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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前瞻

今日看点

老编洞洞察

我为球狂·2018世界杯首届海南
球迷节。冠名单位：中国移动。赞助
单位：红妆尚医学美容连锁。

名记专专栏

午夜速速评

网友侃侃球
闪特：日本队赢了，世界杯

的亚洲参赛队，我都支持，不
管是哪支队，我都希望能走远
一点，毕竟代表的是亚洲。

日暮山深：不得不说，日本
球员敢拿球，领先后很会利用
人多的优势倒脚。虽然这种打
法有点不地道，但很有效。

小芳：韩国下一轮赢不了
墨西哥，墨西哥的快速反攻能
力93%的传球准确率目前恐
怕还没有几个能比。

双鱼座：梅西在国家队的
角色和当初迪马利亚在曼联一
样，认为自己能力越大责任越
大，想做的事太多。放平心态，
做好自己角色的事，阿根廷队
可能踢得更好。

大眼：英格兰届届进欧洲杯
世界杯决赛圈，基本上都可以小
组出线。现在一抓青训，青少年
队起来了，国家队也会起来的。

零度GG：西班牙出了黄金
一代，这代人拿到了所有该拿
到的荣誉。但再之后新人是否
能继承现在的？

多打一人，日本队喜获三分
亚洲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首胜南美队

■ 布欧

俄罗斯是一个严重缺乏轻工业
的国家，而中国人又心灵手巧，特别
善于制造这些东西，于是，中国人很
早就开始针对俄罗斯缺乏的领域做
起了生意，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一
类中国人被称为“倒爷”，顾名思义，
就是把在国内低价从厂家拿到的商
品，高价卖到俄罗斯，赚取中间的巨
额差价。

对于很多 60 后、70 后来说，“倒
爷”这个词一点也不陌生，甚至其中
不少人就是“倒爷”本人。新一代的
中国商人在俄罗斯长期固定地从事
商贸，有些则扎根俄罗斯，不仅仅为
了商贸，还成了中俄民间交流和友谊
的桥梁。

当然，只要是生意，都不好做，
有赚有赔很正常。在莫斯科有很多
大的市场，比如专搞批发的柳布利
诺，有专门零售的伊兹马伊洛沃，按
照读音，中国人将其称为之“一只蚂
蚁”。还有萨达沃，兰楼等，这里有
很多中国人，不少怀揣着发财梦来
到这里，但真正发财的并不多。在

莫斯科做生意成本其实很高，20 多
平方米的铺位一年下来要 60 多万
元人民币的租金，不少新来的中国
商人，在大市场附近租的酒店住，一
个月光租金就五千多元，条件还很
差，基本上就和建筑工地上的那种
民工房差不多。

也有一些老中国商人历经各种
患难，最终顽强地存活了下来。不
过，商业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基本上
都是来几个月就走，年龄大一些的，
钱也赚得差不多了，就把来莫斯科做
生意当度假了。比较辛苦的是刚来
没多久，又没赶上生意好的时候。很
容易亏得一塌糊涂。比如去年有一
种在国内风靡的掌中陀螺游戏，不少
人看到商机，往俄罗斯进了一大批
货，一开始进来的基本上都赚到了
钱，有人甚至一次就赚了四五十万人
民币。但跟风者就惨了，这东西放到
现在基本上就两块钱人民币一个，仓
库里堆积如山。

俄罗斯也不是那么好混的。现
在，不少中国商人早已经没有了老前
辈那种风光范，他们最朴素的愿望就
是赚够钱回国和家人团聚。

中国商人在俄罗斯

■ 王黎刚

本场比赛日本队战胜了 10 人哥伦比亚
队，让不少球迷大跌眼镜。从这场比赛可以
看出，亚洲顶级技术流球队正在缩小和南美
一流技术流球队之间的差距。

哥伦比亚队可是支颇具实力的南美强
队，赛前，鲜有球迷认为日本队能从哥队身上
取三分。在1989年的丰田杯上，中国球迷认
识了阿斯普里拉、林孔、伊基塔和“金毛狮
王”。当年，哥伦比亚队踢的是纯正的南美足
球，过人过得优雅，短传令人叫绝。随着阿斯
普里拉、林孔等球员的退役，现在的哥伦比亚
队在注重技术的基础上，植入了欧洲的整体
战术，球队风格偏“欧洲拉丁化”。

哥伦比亚开场3分钟丢一球，被罚下一
人。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并非坏事，这不
用动员，哥几个都知道大家既要压上进攻，又
要勤跑动、多防守。从观赏性来说，这场比赛
上半场很好看，哥伦比亚队狂攻，加快了进攻
的速度。法尔考不愧是世界顶级前锋，日本
人防他可真有些吃力。法尔考为哥伦比亚出
场 71 次打进 29 球，是国家队进球纪录保持
者。这两年他从伤病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再

次成为世界足坛的“一条好汉”。正是“老虎”
法尔考在对手禁区前拼得一个任意球，南美
足球人的精湛技术在这个扳平的任意球上体
现了出来。

如果说上半场日本队早早进球后球员踢
得有些思想不统一，被哥伦比亚队疾风骤雨
般的进攻压制住了，经过中场休息后，下半场
日本队稳住了阵脚，利用多一个人的有利条
件和对手打传控，几次形成了有威胁的射门，
终于又进了一球。

从1998年参加法国世界杯算起，日本队
已经连续6届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近20年
来，日本队一直坚持踢技术流、小快灵的足
球，期间就算遇到挫折也没有放弃，光这份执
着就值得亚洲足球人学习。说日本足球领跑
亚洲一点不为过，光是队中本田圭佑、长友佑
都、香川真司，这几个在欧洲五大联赛豪门效
力过的球员，就让人羡慕。本场比赛香川真
司罚进一个点球，本田圭佑助攻一球。他俩
是日本队的定海神针。

4年前世界杯，日本队在小组赛中1：4输
给哥伦比亚队。4年后，这对冤家再次在小
组赛相遇。这场胜利就像一个标杆，说明4
年来日本足球技术流的路子越走越宽。

日本的技术流足球见成效

北京时间6月20日晚，世界杯进
入第七个比赛日。当日安排三场比
赛均为传统强队和弱队的对阵，分别
为A组的乌拉圭VS沙特和B组的葡
萄牙VS摩洛哥、伊朗VS西班牙，不
知有没有冷门爆出？

葡萄牙VS摩洛哥
两队都要力争3分

俄罗斯世界杯B组展开第二轮
争夺，葡萄牙将对阵摩洛哥。首轮

“两牙”大战，葡萄牙在下风中收获
平局，而摩洛哥在占据优势的情况
下，终场前自摆乌龙被伊朗绝杀。
此战，两队都要争取3分以抢占出线
的主动权。

对于首战落败的摩洛哥来说，
本轮如果输球，几乎可以宣告出线

无望，即便战平，末轮对阵西班牙，
出线前景也很渺茫，唯有力争全取
3分，才能扭转被动局面。葡萄牙
虽然有末轮战伊朗的回旋余地，但
肯定也要力争3分，尽快占据出线
的有利形势。

上一场与西班牙之战，葡萄牙以
防守反击为主，虽然场面上落下风，
但因为锋线上有C罗，他们把握住了
进球机会，最终凭借C罗的帽子戏
法，以3：3战平对手。不过，上一场
葡萄牙也暴露出了过度依赖C罗的
问题，球队的进攻端除了C罗之外没
有其他靠谱的攻击点。

摩洛哥上一轮对阵伊朗虽然在
场面上占据优势，但进攻缺乏有效组
织，真正有威胁的机会并不多。摩洛
哥最大的问题在进攻端，他们在中前
场渗透能力不足，边路进攻也缺乏锐
利性，锋线球员把握机会能力也不强。

此战另一个看点是C罗能否延
续火热的进球势头，如果还能继续收
获进球，离最佳射手金靴奖就更近
了。摩洛哥此战肯定会严防C罗，但
由于两队整体实力的差距，作为球队

主攻点的C罗不会缺少射门机会，就
看此番脚风顺不顺了。

乌拉圭VS沙特
乌拉圭有望两连胜

首场与埃及之战乌拉圭状态慢
热，苏亚雷斯等球星浪费了大把进球
良机，但他们有着丰富的攻击手段，
最终由“带刀后卫”希门尼斯攻入一
个黄金进球。首战获胜后，乌拉圭的
出线形势一片光明，第二轮击败“鱼
腩”沙特几无悬念，两连胜后就剩下
争夺小组第一的问题了。

揭幕战被东道主5：0狂宰的沙
特是首轮表现最差的球队，不仅技战
术落下风，斗志也很成问题。从首战
表现看，沙特队边后卫喜欢插上进
攻，但又回防不及时，很容易造成防
线空虚被对手反击得手。另外，沙特
队不适应高强度的身体对抗，这也是
他们多年来毛病，而乌拉圭的打法兼
具身体对抗和技术。

看来，乌拉圭队要“吃定”沙特
了。沙特队如果吸取上一战的教训，

以防守为主，不再轻易冒进，或许能避
免又一场大比分输球。

伊朗VS西班牙
伊朗难抢到分数

伊朗虽然上一轮绝杀摩洛哥抢
到3分，目前排名小组第一，但本轮
面对西班牙恐难抢到分数。在上一
场比赛中，伊朗队传球成功率很低，
在进攻端失误连连。好在防守还算
顽强，力保不失球后，终场前凭定位
球幸运击败对手。

伊朗能排名亚洲第一，能与非
洲球队或欧洲二流球队抗衡，主要
是身体对抗不落下风。但对阵以

“技术流”著称的西班牙队，伊朗队
在技术上的差距明显，就算采用全
力固守的战法，恐也难阻挡斗牛士
军团的攻势渗透。

西班牙队看来并未受到赛前换
帅风波的影响，新帅耶罗基本上沿用
了上任主帅留下的成熟体系，阵中诸
多球星竞技状态也很出色，球队依然
呈现夺冠热门的势头。 ■ 林永成

战摩洛哥，C罗能进几个球？
西班牙乌拉圭拒绝冷门 球迷胡煜：

希望球迷节扩展至校园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

者党朝峰）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体在2018年世
界杯足球赛期间联动举办的“我为球狂·2018世界杯
首届海南球迷节”，将首次评出海南十大球迷。活动
发起后，受到了广大球迷的关注，纷纷报名参与。

在三亚一所中学从事教师职业的球迷胡煜认
为，目前身边学生踢球的并不多，球迷节可以利用世
界杯的契机，将活动扩展至校园，让更多学生喜爱足
球，为中国足球培养人才。

胡煜从甘肃兰州来海南生活已有11个年头。
2007年，胡煜进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习，毕业后
在陵水从事支教工作。2011年，胡煜通过竞聘，成
为三亚一所中学的教师。

谈到对足球的热爱，胡煜说，足球是他最喜欢的
一项运动，也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从上小
学开始，受喜欢看球的父亲影响，胡煜也喜欢上了足
球。那时候有了自己的第一个足球，每天放学后就
在自己家的院子外面跟伙伴们踢足球。后来自己看
的第一届世界杯，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那也是
国足第一次打进世界杯，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

“后来在不同的地方，看多届世界杯。每一次都
在想下一次世界杯我在哪里？跟谁一起看世界杯？
现在，世界杯又来了，我在三亚，希望海南球迷节吸
引越来越多球迷！”胡煜说。

竞猜场次
葡萄牙VS摩洛哥

（开球时间6月20日20：00）

竞猜：该场比赛的结果为：
A、葡萄牙胜 B、摩洛哥胜 C、战平

美美的美美的

美好时光美好时光

A-caiA-cai

上期中奖球迷（第五期）

下期竞猜（第七期）

日本2：1哥伦比亚
进球：开场仅3分钟，哥伦比亚队桑切斯用手臂挡

球，主裁判斯科米纳判罚点球，并红牌将桑切斯罚下，
香川真司操刀主罚命中。第39分钟，金特罗任意球破
门。第 61 分钟，大迫勇也头球攻门，球击中右门柱弹
入网内。

日本球员大迫
勇也（左一）与哥伦
比亚球员争抢。

新华社发

战报战报

在世界杯H组首轮比赛
中，塞内加尔队以2：1战胜种
子队波兰队，爆出该组首轮
比赛的又一个冷门。此前日
本队以2：1击败哥伦比亚队。

图为波兰队前锋莱万多
夫斯基（右）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小组赛又爆冷门
H组种子队波兰1：2不敌塞内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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