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女球迷三人行
——那些年追过的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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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1：0摩洛哥
进球：第5分钟，C罗头球冲顶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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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球迷评选

球迷有奖竞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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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手榜

球员 进球

c罗（葡萄牙） 4
切雷舍夫（俄罗斯） 3
科斯塔（西班牙）等4人 2
戈洛温（俄罗斯）等24人 1

积分榜

（A组）
球队

俄罗斯

乌拉圭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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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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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B组）
球队

葡萄牙

伊朗

西班牙

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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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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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1
0
1
0

负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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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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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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萝卜：葡萄牙赢在运气，

摩洛哥比他们踢得好。葡萄牙
球员连球都拿不住，除了长传
其他都不行，虽然进了一球但
一直被压着打。

糖糖：C罗如果在摩洛哥
队，这场能再来个帽子戏法！
摩洛哥也就差个好中锋，抓不
住机会，不然这场赢定了。

侃侃而谈：面对欧洲冠军
一点不落下风，摩洛哥人让我
不禁想起N年前他们的北非兄
弟阿尔及利亚队……

青云客：靠一位球星带动
全队去赢得世界杯是根本不可
能的，我唯一看到过能达到这
种成就的只有马拉多纳，我认
为梅西不是这种类型的球员。

绝对零度：俄罗斯两战全
胜打进8球，看来有冠军相呀，
其他强队表现都不行。

老鹰：埃及队两战尽墨，萨
拉赫带伤无力救主，彼时彼刻，
尚未痊愈的他依然是埃及的
“法老”，却只能以一声嗟叹面
对泽尼特球场的茵茵绿草。

C罗头球破门送摩洛哥出局

竞猜场次
阿根廷VS克罗地亚

（开球时间6月22日02：00）
竞猜：该场比赛的结果为：

A、阿根廷胜 B、克罗地亚胜 C、战平

上期中奖球迷（第六期）

下期竞猜（第八期）

■ 陈涛

最近网络上流传着一日本记者
的报道说，一个中国记者和阿根廷记
者起了争端。因为中国记者在新闻
中心现场说话声音太大，阿根廷记者
不满并且直接放了狠话——中国队
没有来世界杯，你来干嘛？这个新闻
被很多APP转载。

如果你身处其中就会想这个新
闻到底是不是真的。首先新闻中心
从来都是喧嚣的。中国记者声音
大？其实各国很多记者声音都大。
有些南美或者是欧洲广播电台的记
者，他们并没有获得比赛的门票，就
是在新闻中心内录制一些音频文
件。例如，进球之后和错失好机会时
他们都要录制上一段。

关于中国记者说话声音大的情
况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中日记者以
前发生的争执其实更多地体现在媒
体中心占座位上。各个赛场的媒体
中心卡位是不少，但还是比不过记者
的数量，用僧多粥少形容一点都不为
过。很多人来得早就能获得一个位
置。不过，对于记者而言，他们是必
须要去赛场内工作的，不可能一直留
在这里。那么，人走了之后座位就不
被保留了。很多记者人走了，但自己
的电脑和背包是留在卡位上的。这
样有人来了，看到有人在也就走了。
日本记者的做法一般是在卡位上贴

一张写有自己名字的纸，占座的“设
备”基本没有。为此，世界各国的记
者有些意见，可但凡大赛日本记者
总是这么做，多年来经历了不止一
次了，因此发生冲突的时候，也经常
有。这一次日本记者明显是有意黑
中国记者。

本届世界杯日本记者的占座手
段就更加丰富了。17 日在卢日尼
基，两个日本记者拖着一个大箱子，
放在了桌子底下，然后用一个线锁，
将箱子和两个凳子锁在了一起。桌
上是没有写名字的纸张，但是你也坐
不了。对于日本记者的占座行为很
多中国记者都看不下去，不管他三七
二十一，硬坐，也没有什么冲突。

关于“中国队没进世界杯，你来
干什么”的言论，在世界杯赛场中出
现过，在中国队打不进世界杯的情况
下，这种言论还是将继续的。不过，
这并不是来自什么真正的主流媒
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提问，
如果人问我，我会耐心的给他们介
绍：“国足虽然没来，但是我们给世界
杯的贡献要比你所在的国家更多，看
看赛场的广告牌，你知道有多少来自
中国，WANGDA、VIVO、Hisense、蒙
牛……”能上国际足联比赛秩序单的
中国企业四个，一个官方合作伙伴，
三个官方赞助商。能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美国企业，美国也没来啊！

（6月20日发自莫斯科）

中国记者声音大？被黑了！

北京时间6月21晚，世界杯进入
第八个比赛日。当日三场比赛为：C
组，丹麦VS澳大利亚、法国VS秘鲁；
D组，阿根廷VS克罗地亚。夺冠热门
之一的阿根廷队首场被冰岛逼平，让
众多“阿迷”大失所望。本轮若再有闪
失，小组出不了线，就不是杞人忧天
了。另外两战，法国和丹麦胜算稍大。

丹麦VS澳大利亚
澳洲袋鼠并不好惹

澳大利亚虽然在亚洲区预选赛
不能直接出线，通过附加赛才艰难晋
级，但这支身体强壮对抗能力强的球
队，在与欧洲队对垒时并非不可一
战，他们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上一

轮与法国之战，澳洲袋鼠给高卢雄鸡
制造了很大麻烦。

丹麦队首战1：0击败秘鲁全取3
分，但这场胜利有不小的运气成分。
秘鲁队全场送出了17次射门，在威
胁射门次数上也领先丹麦，此外，秘
鲁还罚失了一个点球。丹麦是身体
强壮踢法硬朗的北欧球队，在身体对
抗上不惧澳大利亚，技战术上似乎更
胜一筹，因此此战胜算稍大。但如果
丹麦还像第一场那般低迷，当心被澳
洲袋鼠反咬一口。

法国VS秘鲁
法国众星该醒了

全队球员身价最高的法国队首战
虽然获胜，但表现令人失望，他们颇费
周折才以2：1险胜小组最弱的澳大利
亚。上一战，姆巴佩、格列兹曼、登贝
莱等球星表现不太好，好在法国队阵
中球星云集，最终还是凭博格巴的吊
射艰难取胜。法国队虽然好手如云，

但给人的感觉是，缺乏核心球员把全
队捏合在一起。法国队出线当无大
碍，但如果不尽快提升状态，淘汰赛碰
到更强的球队恐怕要栽跟头。

秘鲁上一战占尽场上优势，但屡
屡错失机会也不全是运气不佳，其进
攻端问题不少。此番遇到实力强大
的法国，秘鲁恐怕没有那么多进攻机
会了，而他们的防线将经受比上一战
更严酷的考验。

阿根廷VS克罗地亚
梅西需要队友相助

D组首轮战罢，出线形势还很不
明朗。克罗地亚积3分领先，但本轮
就算战平阿根廷，出线也不能说稳
当。阿根廷有最后一轮与尼日利亚
之战“保底”，本轮战平也还有机会，
甚至输球也还不是末日。不过，如果
连续两轮不能取胜，主动权就失去
了，最后一轮就算全取3分，也得看
别人“脸色”。

阿根廷前场星光熠熠，但从上一
场比赛来看，“梅西依赖症”依然很重，
梅球王经常独闯龙潭。而对手的战术
也很明确，就是全力封锁梅西，梅球王
往往陷入重围无功而返。如何利用梅
西的牵制作用，让其他进攻球员有更
多发挥，是阿根廷急需解决的问题。

克罗地亚的星光当然比冰岛亮得
多，莫德里奇、拉基蒂奇、曼朱基奇等都
是在豪门效力的明星球员。不过，对于
阿根廷来说，克罗地亚未必比冰岛难对
付。克罗地亚好歹也是成名已久的欧
洲强队之一，恐怕不会“掉身价”全力死
守，此战梅西或许能获得更多空间。

克罗地亚是身高马大的前南斯
拉夫球队，而阿根廷的平均身高只有
1米79，前者的空中优势对后者是一
种威胁。此战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克
罗地亚前锋卡利尼奇因为首战拒绝
替补出场，赛后不久被逐出国家队。
卡利尼奇的离队也许对克罗地亚的
整体实力影响不太大，但可能会破坏
更衣室的和谐。 ■ 林永成

阿根廷，可别再让球迷焦虑
法国丹麦急需打起精神 球迷中岚：

球迷节应该多举办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陈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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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内蒙古的球
迷中岚报名参加首届球迷节活动，他说，海南的足球
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球迷节这样的活动应该多多举
办，以便更好地宣传海南本土的足球文化。

“我7岁那年，《足球小将》这部动漫深深影响了
我，让我喜欢上了足球。”中岚回忆道，自从看了足球
小将，他从小就萌发起一个梦想就是当职业足球运动
员，所以他从小学开始就苦练踢足球，足球天赋也得
到学校老师的认可。他在学校踢的是边锋的位置，为
了圆自己的梦想，初中毕业后，他跟随自己的老师到
中甲的两支足球队进行试训，遗憾的是没被留下来。

中岚告诉记者，虽然不能走职业球员道路，但他
对足球热爱不减。他说，高中的时候，受同桌的启
迪，他大学报考了播音专业，想以后能当一个足球解
说员，用自己的专业来圆梦足球事业。2010年南非
世界杯，他有幸参加四川绵阳一个足球协会的专职
足球解说员，那一刻他感觉很开心。

■ 王黎刚

从比分上来说，摩洛哥队是输家，但他们
踢出了血性，没有因为对手是世界强队而缩
手缩脚。摩洛哥人踢得很不错，可惜就差一
个进球。

屋漏偏逢连夜雨，摩洛哥队后卫一不留
神，让C罗顶进了一个。上半场比赛，摩洛哥
队诠释了什么是背水一战和生死战，如果负
于葡萄牙队，摩洛哥队的世界杯之旅将终止
于小组赛。力争早点进球扳平比分，摩洛哥
队球员战术思想很统一，没有因为自己实力
偏弱、对手是巨星C罗领衔的葡萄牙而畏手
畏脚，这份勇气值得称赞。

摩洛哥队上一场最后时刻被伊朗队绝
杀，实属运气太差。其实，摩洛哥队具备了在
一定时间段和葡萄牙队打对攻的实力，该队
的球员大都来自欧洲5大联赛，虽然名气不
大，但常年在高水平联赛“厮混”，练就了速度
快、技术好的特点。摩洛哥这种队伍很难对
付，战斗力较强，稍有不慎就会被它偷袭得
手。摩洛哥队中前场球员在边路的穿插跑动
很巧妙，只可惜最后一传和一射欠缺点火候，
否则，他们上半场能扳平比分。

从中立球迷的角度看，希望摩洛哥给葡
萄牙多制造些麻烦，逼C罗再次展示出“压箱
底”的绝活，摩洛哥还真做到了。上一场C罗
上演“帽子戏法”后圈粉无数，本场他又进一
个漂亮的头球，这支葡萄牙队快成了C罗一
个人的球队。这对葡萄牙队来说喜中有忧，
忧的是万一C罗受伤或发挥欠佳，葡萄牙就

“哑火了”。C 罗的表演让人回想起了 1986
年世界杯上的马拉多纳，不过，那时老马还有
一个“快马”兄弟卡尼吉亚帮忙进球。

下半场，摩洛哥队踢得拼命了，在绝境中
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丢球后迅速反抢，创造
了几次很有威胁的射门机会。摩洛哥队全场
90分钟不停地拼抢，这对球员的体能要求非
常高。作为一支非洲球队能全场逼抢葡萄牙
队球员，下半场基本限制了C罗的发挥，已经
做得很不错了。摩洛哥队距离一流强队就差
一个超级射手。

葡萄牙队能零封对手，与其认为他们的
后防固若金汤，不如说摩洛哥人没穿射门
靴。葡萄牙队本场比赛出彩的地方寥寥，能
小胜对手，运气占了多半。到了第二阶段的
淘汰赛，对手实力增强了，不知道运气还能眷
顾葡萄牙队吗？

摩洛哥就差一个进球

恭喜以下南海网网友中奖⬇

恭喜以下海南日报网友中奖⬇

恭喜以下南国都市报网友中奖⬇

摩洛哥此战落败后，2 战 2 败失 2 球
进0球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出局的球队。

战报看点1

C罗此战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他两场比赛
打入4球，继续领跑射手榜。C罗此战进
球后，刷新了两项纪录：这是他152场国
家队A级比赛的第85个进球，从而成为
欧洲籍球员里国家队赛事入球最多的球
星；C 罗已经在世界杯赛场上完成了 75
次射门，成为52年来，世界杯射门次数最
多的球员。

战报看点2

在北京时间21日凌晨结束的世界杯A组第二轮比赛中，乌拉圭队凭借苏亚雷斯
的进球，以1：0战胜沙特队。俄罗斯和乌拉圭均为两战两胜积6分，双双提前出线。
沙特和埃及提前出局。图为乌拉圭球星苏亚雷斯在比赛中射门。 新华社发

乌拉圭1：0胜沙特

A组俄罗斯乌拉圭提前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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