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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球迷三人行
——那些年追过的球星

扫码观看南海网独家策划视频：

进球：第 7 分钟，丹麦队埃
里克森打破僵局。第 38 分钟，
VAR 判丹麦队禁区手球，澳大
利亚悍将耶迪纳克点球命中。

十大球迷评选

球迷有奖竞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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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久巴（俄罗斯）等4人 2
戈洛温（俄罗斯）等25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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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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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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速速评

网友侃侃球
秋雨：澳大利亚老将卡希尔

此前三届世界杯都有破门，他会
实现连续四届世界杯都有进球
的壮举吗？

张扬：丹麦队埃里克森被高
估了，此场比赛虽然打进一球，
但除了这个进球，其他乏善可
陈。丹麦队的西斯托表现不错。

小波：澳大利亚队连续两
场比赛获得点球，他们是否专
门训练过赚点球的套路？

菩提：南半球的球员在北
半球踢球，受地球磁力线干绕
影响发挥。今年东道主俄罗斯
队有可能进八强。

草龙：德国队与瑞典队大
战在即，瑞典记者向德国队送
了返程机票。这也太狂了吧，
看德国队怎么收拾他们。

蔷薇：拒绝毒奶，葡萄牙只
求出线，C罗的任务不是击败
梅西，而是带领葡萄牙是尽可
能地前行更远。

竞猜场次
巴西VS哥斯达黎加

（开球时间6月22日20：00）
竞猜：该场比赛的结果为：

A、巴西胜 B、哥斯达黎加胜 C、战平

上期中奖球迷（第七期）

下期竞猜（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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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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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6月22晚，世界杯进入
第九个比赛日。当日三场比赛为：E
组，巴西VS哥斯达黎加、塞尔维亚
VS瑞士；D组，尼日利亚VS冰岛。
瑞士和冰岛首轮面对种子队，采取了
稳守反击的打法，均收获平局，为了
争夺出线权，第二轮当加强攻势力争
3分。五星巴西首轮被瑞士逼平，第
二轮迎战小组最弱的哥斯达黎加，也
该展现一下夺冠大热门的实力了。

巴西VS哥斯达黎加
巴西得想办法破“大巴”

夺冠大热门巴西队首轮被瑞士
逼平后，其夺冠赔率依然高居第一，
显然博彩机构对其小组出线还是信
心十足的，否则小组出线都有危险，

还谈什么夺冠。
巴西上一场打瑞士令人失望，不

仅因为1：1的比分，更因为他们在场
面上并没有占据压倒性的优势，面对
对手的顽强阻击，他们的攻坚手段显
得不多，还暴露出防守定位球不力等
问题。巴西队在预选赛、热身赛中状
态火爆见谁灭谁，因此备受追捧，这
种情形可能让他们有点飘飘然了。
如果是这样，首轮的平局对巴西队来
说不全是坏事，至少可以给这支夺冠
大热门“降降温”，让他们充分认识到
世界杯比赛的困难和残酷性，以更充
分的准备投入接下来的比赛。

哥斯达黎加第一轮0：1不敌塞
尔维亚，这匹上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
老化比较严重，看起来是该组最弱的
球队。巴西主帅蒂特总结上一场比
赛时，认为队员在久攻不下时显得很
着急，浪射过多，没能耐心地通过配
合制造更好的机会。此战哥斯达黎
加估计会“摆大巴”密集防守，巴西队
对此想必会有足够的耐心，寻找攻破
对手“大巴阵”的办法。

尼日利亚VS冰岛
冰岛可有强攻招数？

冰岛上一场从阿根廷身上取得1
分，但要想出线，关键还得看与小组
其他两个对手的战绩。尼日利亚首
战0：2不敌克罗地亚，看来是一支相
对较弱的球队，冰岛要想出线，这3
分当在计划之中。尼日利亚首战落
败后形势严峻，最后一轮要对阵阿
根廷，因此与冰岛之战，3分也志在
必得。

上一场对阵克罗地亚，尼日利亚
虽然落败，但攻势并不落下风，射门
数14比12还稍占优势，但他们的后
防表现实在糟糕。尼日利亚是本届
世界杯平均年龄最小的球队，大赛经
验不足，他们为年轻付出了代价。

上一场在与阿根廷之战中，他们
展现了上乘的防守功力。但次轮面
对尼日利亚，要想取3分，加强进攻
看来势在必行。问题是，他们有多少
强攻的招数？

塞尔维亚VS瑞士
双方都会力争抢3分

虽然塞尔维亚首战取3分暂时
领跑小组积分榜，但这3分是从小组
最弱的球队身上取得的，出线形势还
很微妙。瑞士首轮从巴西身上取得1
分，当属意外之喜，但要想出线还需
要抢到更多分数。此战对两队来说
才是能否出线的关键战役。

此战失利的一方，虽然理论上还
未出局，但已十分危险。塞尔维亚若
能获胜，则可以宣告出线；瑞士获胜，
出线希望也很大。双方看起来都能接
受平局，但瑞士如果积2分，就算把最
后一轮的3分提前算上，也未必能确
保出线。塞尔维亚若带着4分在最后
一轮战巴西，形势也不太妙。因此，此
战双方都会力争抢3分。

瑞士队上一场面对强敌巴西，战
术上有些保守，此战面对实力相当的
对手，又面临必须抢分的形势，应该
会积极抢攻。 ■ 林永成

五星巴西，夺冠热门该露两手了
为抢三分，冰岛瑞士须加强攻势

■ 果今

前一天晚上10点半坐上双层媒
体和球迷专列，第二天一大早 6 点，
列车就准时抵达了俄罗斯第二大城
市圣彼得堡，车门推开，寒气像匕首
一样刺来，大家都开始抱怨并翻箱倒
柜寻找更厚实的衣服。

对圣彼得堡的初感受就是空旷
而寒冷，这座世界上纬度最高的百万
人口城市始建于 1703 年，至今已有
300 多年的建城史。圣彼得堡的市
名源自耶稣的弟子圣徒彼得。1712
年彼得大帝将俄罗斯的都城从莫斯
科迁到圣彼得堡，一直到 1918 年的
200多年时间里，圣彼得堡都是俄罗
斯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1924年
为纪念列宁而更名为列宁格勒，1991
年又恢复原名为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人的骄傲，几
百年前，彼得大帝在圣彼得堡创建了
波罗的海舰队，使俄罗斯在历史上第
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海军。二战期间，
纳粹德军围困这里三年也未能摧毁
俄罗斯民族的意志。这里又开始举
办世界杯，不过，圣彼得堡有着北欧
城市的那种淡淡的漠然，城市里的行
人很少，大家走路的速度不算快，公
园里闲散地坐着一些老妪，她们在风

中飘动的白发，似乎在给外来者讲述
这个城市和快节奏的莫斯科之间的
差异。

接下来，圣彼得堡将迎来两场
世界杯重头戏，巴西对阵哥斯达黎
加以及阿根廷对阵尼日利亚，这两
场比赛都将对两支强队的晋级之
路产生重要影响。因为追随巴西
和阿根廷，我和无数球迷涌入了这
个宁静的城市里。刚到这座寒冷
之城，我就急不可耐地奔向涅瓦
河，想看到最美的风景，但我也知
道，在莫斯科不习惯白昼太长的我
们，在纬度更高的这里只会更加恐
惧睡觉。“这两天，每天只有两个小
时的黑夜，宾馆的窗帘不太遮光，
所以基本睡不着。”一位先期抵达
的中国球迷对我说道。

而我也知道，除了世界杯带给球
迷和旅行者的幸福体验外，这种让你
很难入眠的感觉同样是痛苦而精彩
的。据说，这里最长的白昼即将到
来，预计在俄罗斯时间25日或26日，
圣彼得堡最长的白天即将到来，那一
天将只有半小时左右的完全黑夜。

当足球和极昼在俄罗斯这座
古老都市相遇，感受一定是独一
无二的。

（6月21日发于莫斯科）

极昼和世界杯同样迷人

球迷何锐：

球迷节增进海南足球文化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

者易帆）“每一届的世界杯是球迷们的盛宴，所以我第
一时间便报名参加了海南首届球迷节，希望能和更多
的球迷一起交流。”80后球迷何锐说，球迷节的举办，
拉近了球迷之间的距离，也增进了海南足球文化。

何锐说，自己痴迷足球，源于1998年的法国世
界杯，那一届世界杯中，齐达内、罗纳尔多等许多足
球巨星都展示了他们非凡的球技，令人热血沸腾，给
他的童年留下很深的印象。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
地喜欢上足球运动。作为一名铁杆球迷，每一届世
界杯他都不会错过。“世界杯令人热血沸腾的一点，
在于不管是什么国家、民族，只要是球迷，都能在一
起交流，共同为自己喜欢的球队、球星加油。

何锐表示，本届世界杯他看好西班牙队，因为他们
深厚的足球文化令人神往，球队技战术很成熟，球迷也
十分热情。此外，意大利队和德国队也是他比较喜欢
的队伍，不过遗憾的是意大利队缺席了今年的世界杯。

“业余时间我也会跟三五好友一块踢球、侃
球，非常充实。现在我还喜欢带着儿子一块玩
球。希望未来海南有更多的人、青少年能喜欢足
球运动。”何锐说。

■ 王黎刚

对阵欧洲劲旅丹麦队，澳大利亚队没有
掉链子，顽强地和对手抗衡。如果澳大利亚
队球员射门能再精准一些，这场比赛他们能
带走3分。

丹麦足球1992年曾给中国球迷留下“童
话故事”的美好回忆。其实，丹麦足球底蕴颇
深，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丹麦队锋线组合埃
尔克耶尔和大劳德鲁普横空出世，给那届世
界杯带来一股清风。现在这支丹麦队在球员
身材、速度和力量上继承了20多年前大小劳
德鲁普时代的丹麦队。

这场比赛是两队出线的关键之战，核心球
员的价值就在这个时候体现。丹麦队的前腰
埃里克森不愧是英超热刺队的核心球员，他
在中场调度井井有条，为丹麦队率先踢进一
球，显示了他精湛的脚法。将门出虎子，舒梅
切尔父子两代人分别镇守丹麦队大门，儿子
小舒梅切尔的能力一点不比他爹差。一个好
门将能顶半支球队，这句话在小舒梅切尔身
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场面上，急于抢分的澳
大利亚队攻势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小舒梅

切尔犹如一道铁闸，将澳大利亚队几次刁钻
的射门拒之门外。

能和人高马大的北欧球队玩长传冲吊，
在亚洲恐怕只有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先
丢球有点尴尬，这支球队并不善于踢阵地战，
防守反击是他们的“主业”。在落后的情况
下，澳大利亚队只能加快节奏，全线压上。澳
大利亚命真硬、运气真好，连续两场比赛通过
视频裁判得到了两个点球。

本届世界杯上亚洲球队战绩平平，并不
意外，这其实也符合亚洲队的国际足联排
名。不过，亚洲队倒是拼劲十足，伊朗队硬碰
世界杯和欧洲杯双料冠军西班牙队，澳大利
亚队和法国战得难分难解，对阵丹麦队也毫
不退缩。保守估计，5年内，恐怕亚洲队都难
在技战术上达到欧美一流球队的水平，只能
依靠意志力、速度和体能弥补技战术短板。

说来也有点让人“迷惑”，澳大利亚队在
亚洲区出线之路走得跌跌撞撞，但他们在世
界杯上却踢得让人为之一振。在亚洲，澳大
利亚人的身体条件独一无二，不具备复制性，
他们能在和法国队、丹麦队的对抗中不落下
风，出色的身体条件和对抗能力非常关键。

澳大利亚队展示了顽强和韧性

丹麦后卫鲍尔森本
场比赛手球犯规送给对
手点球，他连续两场比赛
犯规送点球，成为世界杯
历史上第二位连续两场
送点球的球员。上一个
送给秘鲁的点球被守门
员舒梅切尔扑出了，这次
澳大利亚将点球罚进。
鲍尔森还被判罚黄牌，因
累积黄牌将停赛一场。

鲍尔森又送点球，澳大利亚笑纳

➡ 澳大利亚队球员
耶迪纳克（左）罚中点球
后庆祝。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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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丹麦1：1澳大利亚

北京时间6月22日凌晨，在世界杯C组第二轮比赛中，法国队以1：0击败秘鲁队，两
战全胜提前出线，而秘鲁队两战皆负出局。

第34分钟，姆巴佩补射将球推进空门。他以19岁零6个月的年龄，成为在大赛（世
界杯+欧洲杯）进球的最年轻法国队球员。图为姆巴佩推射空门。 新华社发

姆巴佩补射建功

法国两战全胜提前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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