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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马尔一射一传 巴西队挺进八强
巴西2：0墨西哥

一

进球：第 51 分钟，游弋到禁区左肋的威廉在无人
盯防的情况下横传，
巴西队热苏斯和内马尔双鬼拍门，
结果由内马尔将球铲入球门。第 88 分钟，
内马尔左边
路突破后传给门前包抄的菲尔米诺，
后者轻松破门。

巴西队击败墨西哥打进八
强后，连续 7 届世界杯杀入
八强。在此前 6 届世界杯
中，巴西获得两次冠军一
次亚军。此外，巴西队连
续 13 届世界杯从小组赛中
晋级。

7月4日
2：
00 直播
哥伦比亚 VS 英格兰
CCTV-5

二
当世两大球王梅西和 C 罗
相继出局。作为公认的第
三天王，内马尔此战首开
纪录，率领巴西队挺进八
强。内马尔此前为巴西出
战 88 次，参与制造了惊人
的 90 个进球（56 个进球+
34 次助攻），此战又有一个
进球和一次助攻进账。

球迷有奖竞猜
上期中奖球迷（第十七期）
恭喜以下南海网网友中奖⬇

恭喜以下海南日报网友中奖⬇

巴西队球员内马尔（右）带球突破。新华社发
恭喜以下南国都市报网友中奖⬇

三狮军团能否抓住良机？
瑞典瑞士韧劲十足比拼团队力量

下期竞猜（第十九期）
竞猜场次
哥伦比亚 VS 英格兰
（开球时间 7 月 4 日 2∶00）
竞猜：该场比赛的结果为：
A、
哥伦比亚胜 B、
英格兰胜 C、
战平

十大球迷评选

今日看点

老编 洞 察
赛事前瞻

北京时间 7 月 3 日晚，2018 年俄
罗斯世界杯 1/8 决赛进入最后一个
比赛日。当天 22：00，F 组第一瑞典
对 阵 E 组 第 二 瑞 士 ；次 日 凌 晨 02：
00，G 组第一哥伦比亚对阵 H 组第二
英格兰。

瑞典VS瑞士
一场势均力敌的闷战？
投票页面二维码

瑞典和瑞士都是依靠整体作战
的球队，缺乏巨星支撑。这样的球队
往往能够靠着团队力量将比赛拖入
僵局，但要想一锤定音并不容易。在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两队都展现
出十足的韧劲，都是不容易被击垮的
球队。这是否预示着本轮对决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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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 G 组第二的英格兰“如愿”

其实 J 罗近期一直受到伤病困扰，首
战踢日本他就没有首发。此战 J 罗能
否出战还是疑问，即便出战，也难保
证完全发挥其能量。
三狮军团小组赛踢得活力十足，
不仅轻松出线，还给球迷留下了良好
的印象分。不过，英格兰队虽然踢得
气势逼人，但在攻防组织上似乎还有
些凌乱感。此外，把握机会的能力也
有待提高，斯特林、拉什福德等都有
不少令人发笑的
“吐饼”
镜头。
面对实力强劲状态出色的三狮
军团，此战哥伦比亚队可能会采取防
守反击的战术，他们在此次杯赛中已
展现了强悍的防守。在此前的 1/8
决赛中，乌拉圭、俄罗斯等踢得十分
功利，完全放弃了中场，摆出铁桶阵，
固守打反击，让比赛变得沉闷。如今
的哥伦比亚队虽然更注重防守，但进
攻的“基因”并没有消失。不管结果
如何，但愿此战能呈现一些精彩的对
攻场面。
■ 林永成

桑巴足球
又有了新韵味
■ 王黎刚
巴西队两球战胜墨西哥队进入 8 强，这场比
赛巴西人跳出了“桑巴舞”的新韵味，内马尔无疑
就是“桑巴舞”的最佳领舞人。
这两支球队比赛很激烈，很有观赏性。两队
球风相似，巴西队的技术更胜一筹，但墨西哥人的
反击速度更快。开场后墨西哥人在中前场开始围
抢巴西队，抢下球后的反击很有威胁，
当然主动逼
抢巴西队的战术有些冒进，
不过，
墨西哥人执行围
抢战术很坚决。前 20 分钟，墨西哥队占据优势。
墨西哥人的反击速度很快，
传球不拖泥带水，让巴
西队的后防球员很难受。好在巴西队中后场防守
严密，后卫转身也不慢，补位及时，没让墨西哥人
像迎战德国队时那样反击得分。
巴西队踢得很务实，没有盲目进攻，急于吃掉
对手。他们进攻时大都利用速度和配合从边路
“打开缺口”，防守时大部分队员都能回到自己的
半场，
力保球门不失。
在前 3 场比赛中，内马尔平均成功突破 14 次，
本场比赛上半场他只突破了一次。不过，下半场
的内马尔彻底爆发。本届世界杯大牌球星不是折
戟沉沙，就是发挥失常。C 罗的表现高开低走，勉
强及格。梅西低开低走，偶有反弹，但反弹力度有
限，很快又被打压下去。巴墨之战，球迷们把目光
全投向了巴西队，投向了内马尔。巴西队就像一
只绩优股，这只股票的业绩主要靠内马尔支撑。
内马尔的确不负众望，
正是他漂亮的带球、
隐蔽的
脚后跟传球和快速的跟进插上得分，帮助巴西队
战胜了对手。内马尔很幸运，他的队友状态都不
错，威廉右路突破犀利，防守时也能及时回防。库
里尼奥和热苏斯禁区附近能传能突能射，让墨西
哥人防守起来顾此失彼。
巴西队的桑巴足球曾一度踢进了“死胡同”，
球员过度卖弄技术，现在，巴西队踢得简洁多了，
在保留桑巴足球韵味的同时，加快了进攻速度，注
重防守，增加了防守的硬度。在世界杯上马拉多
纳、大罗和齐达内这几名球员都是在 26 岁的年
龄，帮助自己的国家夺取世界杯。26 岁的内马尔
正值职业生涯巅峰期，如果内马尔能把这个状态
保持下去，巴西队夺冠的希望很大。

感受俄罗斯球迷
对世界杯的爱

世界杯“她力量”贡献的不止是颜值
八强。图为克罗地亚球员莫德里奇与守门员苏巴西奇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二十分钟内战成一比一平。经过点球大战，克罗地亚以四比三的总比分战胜丹麦，晋级
北京时间七月二日凌晨，在俄罗斯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克罗地亚与丹麦在一百

■■■■■

哥伦比亚VS英格兰
J罗能否复出成疑

进入传统强队较少的下半区，这些年
在大赛中没什么建树的三狮军团迎
来了获取佳绩的好机会，就看他们能
否把握良机了。
不过，本届世界杯冷门迭爆，强
队不强、弱队不弱是一大特点，一干
传统豪门或人气球队相继出局，英格
兰队要做好打恶战的准备，淘汰赛首
轮对手哥伦比亚就是一个不能轻视
的对手。
哥伦比亚小组赛总体表现不错，
首战 1：2 输给日本，主要原因是开场
不久就被罚下一人，之后他们连胜两
场跃居小组第一昂首出线。如今的
哥伦比亚队球风已发生很大改变，不
再是慢悠悠传递推进的球队，他们在
保持原有技术细腻风格的基础上，进
攻手段更加丰富，
攻守更加均衡。
不过，哥伦比亚队遭受一重大打
击：当家球星，同时也是球队进攻核
心的 J 罗又受伤病侵袭。在小组赛最
后一轮与塞内加尔之战中，J 罗仅仅
踢了半个小时就因伤被替换下场。

美女球迷三人行

克罗地亚点杀丹麦闯进八强

“有时候结局并不是你梦想的那
样。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悲伤的一天。
”
——西班牙传奇球星伊涅斯塔在
7 月 1 日对阵俄罗斯的比赛后宣布退
出国家队。
“事实上我们没有输一场比赛，
但
点球就像是中彩票，没办法控制。
”
——西班牙队主教练耶罗对点球
大战负于俄罗斯队还是有些不服气。
“我们正在享受一场精彩的世界
杯。不仅是我们的球迷，其他国家的
球迷也感受到了这种气氛，明白俄罗
斯人真的知道如何踢足球。”
——俄罗斯神奇门将阿金费耶夫
的骄傲溢于言表。
“我与每名球员在赛前都单独进
行过谈话，我向他们解释我的战术思
想。我不是去强行说服他们，而是让
他们自己体会这一战术思想，好在他
们都很聪明。”
——击败西班牙队的结果使俄罗
斯队主帅切尔切索夫这番话听起来不
像是马后炮。
“今晚他是一个英雄，
他在一次大
赛中挽救了三个点球。这样的场景你
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
——克罗地亚主教练达利奇赛后
如此夸赞门将苏巴西奇。
（据新华社莫斯科 7 月 2 日电）

一场艰苦的闷战？
在伤停方面，两队都有主力因累
计黄牌停赛，瑞典队是拉尔森，瑞士
则是利希施泰纳和舍尔。相较而言，
伤停对瑞士队的影响似乎更大，他们
的后防线失去了两大主力。不出意
外的话，朱鲁和朗会将顶替利希施泰
纳和舍尔，
进入首发阵容。
瑞典队的福斯贝里和瑞士的沙
奇里是两队最具创造力的球星，从位
置看，福斯贝里和沙奇里也是针锋相
对，两人的对抗也是本场比赛的一大
看点。沙奇里此前的表现更好一些，
小组赛阶段他打入 1 球助攻 1 次。
两 队 历 史 上 共 有 28 次 交 锋 记
录 ，瑞 典 队 10 胜 7 平 11 负 稍 处 下
风。两队最近一次交锋还要追溯到
2002 年，瑞典主场 1：1 战平瑞士。

南海网独家策划视频

妙语 连 珠

午夜 速 评

一名巴西队女球迷在观看比赛。

名记 专 栏
■ 陈涛
世界杯小组赛过后，16 强对阵
产生，西班牙对阵俄罗斯，同时位于
强队很少的下半区。有人认为这是
西班牙三届世界杯两次夺冠的最好
机 会 ，可 事 实 上 真 不 是 那 么 回 事 ！
世界杯第一场点球大战，西班牙被
东道主俄罗斯淘汰，追随德国、阿根
廷、葡萄牙的脚步，提前登上了回国
的航班。
俄罗斯人相比较上届世界杯东
道主是含蓄的，小组出线后，俄罗斯
人感觉也很一般。可当昨天的点球
大战中，阿金费耶夫的脚勾出了阿斯
帕斯的点球之后，一切都变了，俄罗
斯球迷激情迸发。北京时间 7 月 2
日早上 7 点，莫斯科时间凌晨零点，
迷迷糊糊的记者还能听到，
疯狂的俄
罗斯球迷在庆祝。这是俄罗斯队首
次打入世界杯八强。
我还是认为俄罗斯人对于足球
的爱是含蓄的，
尽管取得了历史性的
胜利，多数人仅仅是短暂的狂欢而不
能具有持久性。如果是阿根廷人能

■■■■■

进入八强，他们的球迷能
“掀翻”整个
城市。
结束了采访任务回到宾馆已经
是当地时间的晚上 11 点，此时你再
想在记者居住的街区找到一个开着
的餐馆并不容易，但你能在广场看
到不少喝得醉醺醺的球迷。男女老
少都有，脸上涂着油彩，举着俄罗斯
的三色国旗。高喊着“Россия（俄罗
斯之意，中文读音为“啦西亚”
）”，喝
一口喊一次，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卢
日尼基刚看完球回来，还是一直在
场外观战，其中一个球迷还带着一
个小孩。
小孩带头高喊，
此场景让你绝对
感觉到了一点震撼。晚上 11 点，孩
子还不睡觉，
第二天不用上学吗？也
许，当胜利的喜悦来临的时候，一切
都不再是羁绊了。当我们吃饭回来，
广场上的球迷还没有撤退，
还是喝酒
和欢呼……如果警察半夜查酒驾，他
们就无疑是在增加自己的工作量。
这一幕很容易让我想到 2001 年
10 月国足世界杯出线后的场景，全
国各地都在狂欢，
大家开车上街按着
喇叭，高喊着“国足必胜！”国足仅是
进世界杯而已，
进入八强的喜悦是从
没有感受过的。
（7 月 2 日发自莫斯科）

新华社发

网友 侃 球
浩然：巴西与墨西哥这场球，才是真正
的足球比赛，有技术，有战术，而不像某些
队那样一味靠体力冲刺。
空少：
看看巴西队威廉、
内马尔等在边路
的突破，
这才是破密集防守的利器。德国空
有萨内不招，
西班牙没有速度型边路球员，
无法攻破铁桶阵，
被淘汰出局不奇怪。
毛毛：
内马尔身体太单薄了，
一对抗就倒
下。梅西和C罗就不惧对抗，
而且很少受伤。
落叶：
传控足球看腻了，喜欢以前荷兰
那种全攻全守的打法，激情四射！
云淡：
西班牙队踢得真的让人昏昏欲
睡。喜欢看以前德国荷兰意大利的那种大
开大合，高速逼抢，快速反击的比赛。
闹闹：
梅西该离开国家队了，阿根廷应
该围绕年轻球员重新组建，建议围绕迪巴
拉和伊卡尔迪建队。不过中后场人才匮
乏，阵痛期可能会很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