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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猜场次
尼日利亚VS阿根廷

（开球时间6月27日02∶00）
竞猜：该场比赛的结果为：

A、尼日利亚胜 B、阿根廷胜 C、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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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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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北京时间6月26日01：00）

今夜明晨
赛程

6月26日

澳大利亚VS秘鲁
CCTV-5+
22：00直播
丹麦VS法国
CCTV-5
22：00直播

6月27日

冰岛VS克罗地亚
CCTV-5+、1
2：00直播

尼日利亚VS阿根廷
CCTV-5
2：00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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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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员 进球

凯恩（英格兰） 5
卢卡库（比利时） 4
C罗（葡萄牙） 4
切雷舍夫（俄罗斯） 3
科斯塔（西班牙） 3
苏亚雷斯（俄罗斯）等9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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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球迷评选

赛事前瞻

今日看点

老编洞洞察

午夜速速评

网友侃侃球
洛夫：同样是一人带多人，莱

万和梅西都没带动，不是黑他俩，
他俩真的应该反思自己了。

小猴：前锋再厉害，也离不开
能喂饼的中场。要没有这样的中
场，那就得靠个人能力打反击。
波兰队既没像样的中场，又没摆
正自己的位置龟缩打反击，真以
为自己有世界前十的实力，不输
才怪。

阿东：45岁161天的埃及门将
哈达里出场，我的记忆没有更新
啊，一直以为还是喀麦隆的米拉大
叔是最老的。我觉得这个纪录由
非门将位置来打破比较有意义。

阿根廷队命悬一线，面对同样想出
线的尼日利亚队，这场比赛极具看点。
亚洲的澳大利亚队出线的命运也没有掌
握在自己手中，不过，他们要是能战胜南
美强队秘鲁队，也值得称赞。

丹麦VS法国
法国队目标一分

法国队两战两胜已经小组出线，丹
麦队1胜1平还没有出线。丹麦队只有
战平法国队才稳进16强。这场比赛法
国队无欲无求，但不能输，否则将小组头
名拱手让给丹麦队。

法国队主帅有意更换 6名首发球
员，这对丹麦队来说不是什么利好，法
国队的所谓替补球员好不容易逮着首
发比赛的机会，一定会尽全力给教练留
个好印象。阵容轮换后的法国队可能
更难对付。

丹麦队拿一分就能进入淘汰赛，他
们不会贸然和法国队打对攻，多半会利
用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得分。

澳大利亚VS秘鲁
澳大利亚队非胜不可

此战澳大利亚队别无选择，必须取
胜，还要多拿净胜球。已经出局的秘鲁
队则为荣誉而战，估计该队不会放水给
澳大利亚队。

从实力看，秘鲁强过澳大利亚队，但
还有出线希望的澳大利亚队绝不会放过
秘鲁队。抢攻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择，一

旦先进球，澳大利亚队势必以守为主，伺
机打反击。作为南美洲劲旅，秘鲁队在
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还一球未进，这个成
绩单说不过去。本场比赛，秘鲁一定要
进球，不能抱“蛋”而归。

尼日利亚VS阿根廷
梅球王该发威了

这场比赛的关注度极高，阿根廷队
就算能获胜，还要看克罗地亚人的“脸
色”。阿根廷队的出线希望真的不大。

阿根廷前两场比赛踢得非常“臭”，
梅西毫无球王风范，队员之间、球员和教
练之间传出内讧。这届阿根廷队实在是
强队风范尽失。该队还能有一丝出线希
望，多亏了尼日利亚人战胜了冰岛队。
本场比赛之前，阿根廷队球员和主教练
达成协议，和尼日利亚之战球队改踢
442，将迪玛利亚和伊瓜因排入主力阵

容。目前阿根廷队积一分，尼日利亚队
积三分。以阿根廷目前的状态和实力，
能战平对手就不错了。尼日利亚的快速
反击，估计阿根廷像纸糊的后防线很难
抵挡。

克罗地亚VS冰岛
克罗地亚队“放水”冰岛？

克罗地亚队踢平，或者小负一球，他
们都能获得小组头名。

笔者认为克罗地亚队不会“放水”给
冰岛，他会适当的调整阵容。克罗地亚
主帅达利奇表示，对冰岛的比赛他会让
一些主力球员得到休息的机会。得到过
黄牌的人（拉基蒂奇、曼朱基奇、弗尔萨
里科、雷比奇）不会上场了。这对冰岛当
然是个小利好。背水一战的冰岛队只有
取胜，才能晋级16强。

■ 王黎刚

阿根廷队是走是留，全看此战

名记专专栏

本报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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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
举办的“我为球狂·2018世界杯首届海南
球迷节”6月14日启动，该活动的重头戏
之一是评选首届海南十大球迷。记者从
活动组委会获悉，首届海南十大球迷网
络投票将于6月26日启动，欢迎广大读
者为自己喜爱的球迷投票。

首届海南十大球迷评选活动受到许
多球迷的关注，纷纷报名参加。评选活

动分为报名、网络投票、专家评审和颁奖
四个阶段。目前球迷报名阶段已结束，
将于6月26日0时启动网络投票。投票
环节共有36名候选球迷，扫描二维码即
可打开投票页面，点击球迷头像可查看
球迷简介和事迹。每个微信号每天能投
3票，每天可为同一名球迷投1票。欢迎
大家踊跃投票，支持您喜爱的球迷。投
票截止时间为7月9日。

投票环节结束后，主办方将组织专

家对球迷的综合网络投票以及报名事迹
进行评选，最终选出首届海南十大球
迷。获奖球迷将获得1000元奖金（或等
值奖品），有专长者还有可能被聘为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特约报道员或评论员。
2018世界杯决赛当晚，主办方还将在海
口举行“我为球狂”首届海南球迷节颁奖
活动，为首届海南十大球迷隆重颁奖。

海南球迷节由中国移动冠名，红妆
尚医学美容连锁倾情赞助。

首届海南十大球迷评选网络投票今日启动

投票页面二维码

■ 果今

这两天，圣彼得堡被全世界球迷
包围，世界杯几乎是唯一热议的焦点，
但一个室外大狂欢除外，什么聚会这
么牛呢？

当然是俄罗斯独有的，不对，应该
是圣彼得堡全球独家的“红帆节”。凌
晨，我被朋友拉起来，一路随着人群挤
到涅瓦河边，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只
见数十万人聚集在涅瓦河畔和冬宫广
场，在烟火与音乐营造的激情氛围中纵
情歌舞，中学毕业生们则换上了最华丽
的服饰，在浪漫的白夜里告别少年，走

进大学或开始工作，开启人生新的篇
章。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红帆节，圣彼得
堡最隆重最独特的室外“大轰趴”。

“红帆节”得名于俄罗斯著名作家
格林 1923 年创作的作品《红帆》，讲述
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浪漫爱情故
事。美丽的少女阿索丽住在海边一个
小渔村里，魔法师艾格尔告诉她，等她长
大后会有一位王子驾着有红帆的大船来
迎接她。这番话成了阿索丽心中最美好
的憧憬，坚信幸福一定会降临。而厌倦
了平淡生活的王子格雷，驾驶着“秘密
号”帆船周游世界时，路过了阿索丽居住
的小渔村。听到人们以嘲讽的口吻讲起
阿索丽的梦想后，格雷却心动了，他悄悄
购买了昂贵的红绸，将“秘密号”升起红
帆，奏响音乐，驶向渔村。俄罗斯灰姑娘
阿索丽终于盼来了梦中的王子，登上了
红帆船，与王子驶向幸福的彼岸……

因此，“红帆”也就成了一切美好事
物的象征，融入了俄罗斯风俗中，参与
者除了中学毕业生，也有他们的亲朋好
友以及世界各地游客。从 1968 年开
始，圣彼得堡第一次组织全市中学毕业
生庆祝活动，地点就选在了涅瓦河畔。
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毕业生在拿到
毕业证后都会沿着涅瓦河散步，在河边
热烈庆祝。再后来，在涅瓦河畔举行庆
祝仪式则成为“红帆节”的传统。上世
纪90年代，“红帆节”一度停办，2005年
才重新恢复。如今，它早已成为圣彼得
堡游必“打卡”项目。

虽然因为人太多，我只看到了烟火
没有看到红帆，但在激情燃烧的天空
中，我同样体会到了俄罗斯人对于璀璨
生命过程的求索，和他们的人生信念一
样，人生苦短，应该用绚烂的生活去燃
烧一切。

“红帆节”比世界杯还重要？

东道主俄罗斯队
边卫斯莫尔尼科夫开
场 36 分钟就连吃两
张黄牌被罚下，是 20
年来世界杯东道主第

一位被罚下的非门将
球员，也是世界杯史
上第4快累积黄牌被
驱逐的案例。

乌拉圭门将穆斯
莱拉第 100 次为国家
队出战，也是本届世
界 杯 第 6 个 百 场 球
员，同时此役也是穆
斯莱拉第 14 场世界
杯比赛，创队史纪录。

■ 阿成

两战打入8球仅失1球，从战绩上看，被视
为“史上最弱东道主”的俄罗斯队，无疑是本
届世界杯小组赛前两轮最令人吃惊的球队。

不过，也不可过分夸大俄罗斯队的实
力，你还得看前两轮对手的成色。A组被视
为本届世界杯最弱的小组，而在赛程编排
上，A组前两轮都是强弱对话，于是，两支强
队俄罗斯和乌拉圭全胜提前出线。乌俄两
队最后一轮争夺小组第一，另外一场比赛
则成了荣誉之战。不过，乌拉圭前两场均1
球小胜，相比俄罗斯似乎逊色不少。

这种间接比较很多时候并不靠谱。打
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喻，俄罗斯就像练就上
乘外家功夫的高手，一出手就把两个只有三
脚猫功夫的小角色揍得遍体鳞伤，而乌拉圭
技艺精纯内力浑厚，不动声色不露痕迹之
间，对手败像已露败局难逃。你能说谁更高
明？所以，面对面较量才能见真章。

开场后，俄罗斯显然对对手的“内功”
颇为忌惮，没有了前两场的猛攻之势。乌

拉圭毕竟是南美传统三强之一，拥有世界
杯冠军的头衔，虽然夺冠的历史已久远，
但毕竟是底蕴的一部分。俄罗斯的主动

“示弱”也许是因为底蕴不足，但并非明智
之举，这让前两场有意收着打的乌拉圭

“不得不”放手进攻。第10分钟，乌拉圭
队“神锋”苏亚雷斯的任意球“贴地斩”首
开纪录。第23分钟，戈麦斯再进一球，胜
负的天平已严重倾斜。第35分钟，俄罗
斯队斯莫尔尼科夫犯规两黄变一红被罚
出场，宣告胜负已无悬念。下半场，乌拉圭
又有点收着打了，反正赢多少个都是3分。
终场前，乌拉圭另一名“神锋”卡瓦尼才打
开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账户。

对于这场比赛的胜负，还得看双方有
无争夺小组第一的强烈欲望，小组第一对
于未来的淘汰赛，不见得有太大便宜。作
为东道主，气势很重要，俄罗斯希望延续
前两战大胜的高昂士气，让主场一路沸
腾。乌拉圭队前两场有些打不起精神，他
们希望通过一场强度更大的比赛来提升
状态。此外，淘汰赛首轮A组第二对阵B
组第一，B组第一归属西班牙的可能性看
起来更大，他们应该比葡萄牙更难对付。
因此，俄罗斯与乌拉圭争夺小组第一的战
意颇浓。最终俄罗斯队0：3落败，只能说
明他们在对阵强队时，功力还不够。

战强队，俄罗斯功力还不够

25日，一名波兰队球迷在波哥之
战后情绪低落。 新华社发

战
报战

报

进球：乌拉圭队的
苏亚雷斯开场 10 分钟
任意球破门，第 23 分
钟，俄罗斯队切雷舍夫
送出乌龙。第90分钟，
乌拉圭队的卡瓦尼补
射入球。

乌拉圭队3战全胜
以小组头名晋级，俄罗
斯队以小组第二名进入
16强。

乌拉圭
3：0
俄罗斯

乌拉圭队获小组头名，晋级16强

沙特2：1险胜埃及
25日，在A组另一场比赛中，沙特队以2∶1战胜埃

及队。图为埃及队瓦尔达（中）在比赛中射门。新华社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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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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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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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乌拉圭队球员苏亚
雷斯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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