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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维京狮吼”勇闯世界杯
虽然冰岛首次参加世界杯，但这支队伍却

被许多球迷看好能够成为本届赛事的“黑马”。
冰岛晋级世界杯正赛可以说既让人感到惊讶又
觉得理所应当。惊讶的是，这支队伍并非传统
意义上的欧洲劲旅，此前也从未有过世界杯参
赛经历，但他们最近几年的成绩与实力又令人
觉得晋级在情理之中。两年前的欧洲杯上，“维
京狮吼”响彻欧洲，只有 30多万人口的小国，最
终跻身欧洲杯 8 强创造历史。世界杯预选赛
上，冰岛又以小组第一出线。对于冰岛足球来
说，他们不断进步的同时也在不断创造奇迹，首

次世界杯之旅，自然会令球迷有无限遐想。

瑞士：目标绝不仅小组出线
目前瑞士队是世界排名第六位的球队，他

们曾经在 1934、1938、1954 年世界杯上杀入 8
强，64年过去了，瑞士极有可能来一次更大的
突破。

佩特科维奇自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接替
希斯菲尔德的教鞭。在佩特科维奇执教的四
年间，瑞士队交出了 37场比赛 23胜 6平 8负的
成绩单，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中球队更是仅输
了一场。

瑞士队是一支非常注重防守、注重整体的球
队，招牌“链式防守”令不少对手都十分头疼。此
前瑞士与西班牙的热身赛打成了1∶1，可以看出
瑞士队目前强势的状态。本届世界杯，瑞士与巴
西、哥斯达黎加、塞尔维亚分在一组，有望和巴西
携手出线。之所以把瑞士列为“黑马”，绝不是仅

仅小组出线这么简单，而是看他们能走多远。

瑞典：放弃王牌重塑团体
提及瑞典足球，人们大多会先想到伊布，那

时候的瑞典队是伊布一个人的球队，他的表现
决定了球队的成绩，而当伊布在 2016年欧洲杯
后退出国家队，这支队伍不得不进行改变。好
在，没有了超级巨星的瑞典队将团队足球的真
谛演绎得淋漓尽致。预选赛中，他们就接连淘
汰了荷兰、意大利。有意思的是，当看到瑞典队
晋级正赛之后，伊布曾希望能够随队出战，但最
终被主帅拒之门外。虽然在世界杯赛场上见不到
伊布的身影多少会有些遗憾，但瑞典不选择伊布
正是希望能够继续主打团队足球，毕竟这是当下
瑞典人与列强抗衡的王牌。

他们居然敢放弃球队历史上最伟大的巨星
伊布，足见这支国家队的实力和信心。加上这
个国家气候和俄罗斯接近，地利人和已具备，就

看世界杯赛场上的临场发挥了。

埃及：萨拉赫能否复出引遐想
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球迷已经很久没有看

到过埃及国家队的身影了，他们上一次征战正

赛还要追溯到 28年前。漫长的等待，埃及足球

终于再度回到了世界足球的中心舞台。重返世

界杯舞台的埃及队，运气十足地分在了A组，与

东道主俄罗斯、沙特、乌拉圭竞争出线名额。本

组中，除了乌拉圭实力较强，埃及队与其他两支

球队的对抗还是比较乐观的。
埃及队目前世界排名第 46位，俄罗斯队、

沙特阿拉伯队分别排在第 66位、67位，从排名

上看与其有一定差距。埃及队中的头号球星

是萨拉赫，今年他踢出了一个梦幻赛季，整体

表现堪称“球王”级别。不过，前不久进行的欧

冠决赛萨拉赫肩部受伤下场，让全世界球迷为

之牵挂，并对埃及队的世界杯前景感到担忧。

不过据最新消息，萨拉赫已经开始进行康复训

练，不会缺席世界杯比赛。有了萨拉赫的埃及

队，绝不会是一支送分的鱼腩球队。

除了以上队伍之外，“格子军团”克罗地亚
也具有强大的“黑马”相，拉基蒂奇、莫德里奇、
科瓦契奇以及曼朱基奇都在豪门球队踢球。

本报记者 刘超峰

随着世界杯 32支球队提交各
自 23人大名单，国际足联方面也
公布了所有参赛球员的详细数据，
其中还可以看出参赛球员身体最
重、最轻或者身高最高、最矮类似
的趣味数据。而这次参赛的世界
杯“之最”，也让世界球迷在硝烟弥
漫的世界杯来临之际，轻轻松松

“娱乐”一回。
一般来说，身高越高的球员体

重相应会越大，也有一些身材很
“扎实”的球员会榜上有名，体重方
面，巴拿马后卫托雷斯成为“佼佼
者”，他的体重达到 99公斤，人们
熟知的英格兰前锋哈里·凯恩体重
也达到了 98公斤。在“最轻选手”
的排名当中，日本队球员乾贵士仅
有 59公斤，而且他还是一名前锋
球员。

在身高最高的排行榜中，无疑
是门将和中后卫的位置占了多数，
克罗地亚队门将卡利尼奇以 2米
01 成为世界杯参赛最高球员，丹
麦后卫韦斯特高以 2米的身高傲
视所有后卫球员。在前十名中，竟
然还有一位踢中场位置的“巨人”
球员，那就是法国队的恩宗齐，他
的身高也达到了 1米 97。在最矮
球员排名中，瑞士前锋沙奇里与
其他两名球员并列榜首，他们的
身高都只有 1 米 65。球队方面，
平均身高最高的是塞尔维亚队，
平均身高达到 1.856米；平均身高
1.762 米的沙特队成为 32 强中最
矮的球队。

此番参加俄罗斯世界杯年龄
最大的球员当属埃及门将哈达里，

这位出生于 1973 年的大叔已是
45 岁，要知道在哈达里开启职业
生涯那年，萨拉赫刚满 1岁，此番
再战世界杯，他有望打破哥伦比
亚门将蒙德拉贡在四年前创造的
最年长球员出场纪录。相比之
下，年龄最小的球员来自于澳大
利亚，出生于 1999 年的阿尔扎尼
刚满 19 岁。而平均身高最高球
队与平均体重最重球队两大头
衔，分别被塞尔维亚与丹麦（82.6
公斤）斩获。

此外还有诸多数据同样有趣，
西甲豪门巴萨成为世界杯历史上
第一家在一届赛事中，每个小组都
有本队球员参赛的俱乐部，其中苏
亚雷斯所在的乌拉圭与东道主俄
罗斯同组，B组则有皮克、布茨克
茨与阿尔巴坐镇；C组中的两名法
国球员乌姆蒂蒂与登贝莱将会展
现巴萨气质，D组拥有梅西已是足
够。而 E组到 G组中的巴萨球员
则有保利尼奥、库蒂尼奥、特尔施
特根、维尔马伦与米纳。

本届世界杯，英超联赛成为球
员输出大户，736名球员中有 124
人来自这里，比西甲多出43人、比
德甲多出 57人，这也从另一个方
面凸显出英超联赛在世界足坛的
影响力。在英超联赛输出的 124
名球员中，有 23人将身披“三狮军
团”英格兰队战袍，而英格兰队也
成为 32强中唯一一支球员全部来
自本土联赛的球队。与英格兰队
形成反差的是塞内加尔队和瑞典
队，这两支球队中的球员全部在海
外联赛中效力。本报记者 刘超峰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俄罗斯世界杯的号
角马上吹响，对于河南球迷来说，除了观看精
彩的世界杯之外，更不要忘记挥汗苦练的家乡
子弟兵。昨日，记者从建业足球俱乐部获悉，
已经阔别河南媒体和球迷许久的“媒体球迷
开放日”即将重新开启，本月 20日，俱乐部将
邀请省会媒体和球迷走进中牟建业足球训练
基地，和河南建业队一线教练与队员进行交
流互动。

据了解，这次“媒体球迷开放日”时间为
6月 20日 16：00～17：30；媒体记者需凭本人
记者证或中超采访证进入基地，球迷则需要
着装红色球迷衫或围巾进入基地在指定区域
内观看训练，训练结束后，媒体可进行采访，
球迷可与球员进行互动，进一步拉近双方之
间的距离。

目前，建业队正在中牟基地进行全封闭
的训练，高强度的日常训练可以说是找回“建
业精神”的基础。随着助理教练刘劲彪、队医
权克俊（韩国籍）的加入，目前球队教练组成
员已经全部到位。主教练张外龙也在日常的
训练中，不仅对一线队做了非常细致的训练
计划，对于建业预备队及梯队的球员也做了
全面的考察，旨在尽可能多地实现内部挖潜，
给年轻球员更多提升的机会。

据悉，在中牟训练将近两周之后，建业队
将启动海外热身计划，6月 23日，建业队近 50
人的训练团队将飞赴韩国，开始为期两周的热
身拉练，其中预备队的个别年轻小将有望成为
张外龙考察的重点，并有意通过热身训练比赛
将他们召入一线队，丰富建业队的年龄结构和
战术打法，7月 7日，全队结束海外拉练回郑继
续备战。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 5天激烈角逐，
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社会组·省直机关（含
省级行业体协）组五人制足球、篮球比赛，昨
日在郑大体院落下帷幕。最终，省教育厅、省
人民检察院等 8家单位获得了五人制足球项
目的一等奖；河南调查总队、省残联等16家单
位获得了篮球项目的一等奖。

据了解，足球和篮球项目在我省各省直
机关单位中有着很好的基础，深受广大干部
职工喜爱。作为热点和重点项目，足球首次
进入到省运会社会组的比赛中，因而受到了
省直单位和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的高度
关注和热烈欢迎，其中省直机关（含升级行业
体协）组的足球比赛共吸引了 57家单位 901
名选手报名参赛，而同样是热点项目的篮球，
则吸引了 67家单位的 902名选手参赛。职工
选手们在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的
同时，也以实际行动践行全民健身。随着本
届省运会先期项目的陆续举行，省直机关单
位中也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健身热潮。各项目
比赛开始前，各单位提前备战，并相互积极

“约战”，切磋交流。
另据了解，除了五人制足球以外，本届省

运会省直机关组还增设了拔河项目，该项比
赛将于 6月 22日至 24日进行，届时将有来自
70家单位的 1086 名职工选手角逐比拼一较
高下。

本报讯（记者 陈凯）今晚，2018赛季全国
男子篮球联赛（NBL）将展开第二轮的较量，河
南赊店老酒男篮将回到主场南阳方城体育馆，
迎战本轮对手卫冕冠军陕西信达男篮。本场
比赛将是河南男篮本赛季的主场“首秀”，同时
也是方城体育馆成为河南男篮新主场后迎来
的首场NBL比赛。

新赛季首轮比赛，做客合肥的河南男篮
由于身陷“犯规陷阱”，再加上自身失误较多，
客场以 10 分的劣势惜败于安徽文一男篮。
球队虽然输了球，但是两名外援拉基姆和弗
兰克的表现可圈可点，从青年队新补充上来
的崔晓龙等小将发挥也还不错。反观河南男
篮今晚的对手陕西信达男篮，该队在首轮比
赛中爆冷负于河北翔篮男篮，该队外援特洛
伊意外受伤算是其中一个原因，尽管这名外
援在第四节带伤为陕西男篮出战，但是发挥
却受到了明显影响，这名外援在今晚的比赛
中能发挥几成功力目前还不得而知，这对于
河南男篮来说或许就是一个突破口。近几个
赛季，河南男篮与陕西男篮之间交手互有胜
负，尽管后者身为卫冕冠军且实力强劲，但是
年轻的河南男篮毫不畏惧，正如球队主力前
锋姜宇星所言：“对手的名气和实力是要高于
我们，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打出我们的实力和
水平，一样可以战胜陕西队。”

今晚的比赛是河南男篮新赛季的主场“首
秀”，在球队主帅李建新看来这更像是一把“双
刃剑”，“在新主场比赛，球员们都很兴奋，想打
出精彩的比赛回馈家乡球迷，这有利于他们发
挥出高水平。不过越是有这样的期待，反而有
时候越会成为一种负担，到头来却影响了发
挥。我们是一支年轻的队伍，队员们的心态容
易出现波动，我们要做的就是控制情绪，用一
颗平常心去应对比赛，只有这样才会得到想要
的结果。”

建业重新开启
“媒体球迷开放日”

迎战卫冕冠军

河南男篮今晚
新赛季主场“首秀”

省运会省直机关组
足球篮球比赛落幕

谁会惊艳成“黑马”
——俄罗斯世界杯猜想

每一届世界杯，球迷都期待能有“黑马”诞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黑马”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他们看似实力平平却能掀起风暴，平
地起惊雷搅乱争冠局势。上一届闯入8强的哥斯达黎加、2010年的加
纳、2002年的土耳其……世界杯上的“黑马”不胜枚举，这次在俄罗斯，
又会有哪些球队将以“黑马”姿态惊艳世界呢？

萨拉赫

“数”说俄罗斯世界杯 哪位中超外援
能笑捧大力神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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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组：神锋莱万对抗南美神鹰

四年前的巴西，哥伦比亚在
横空出世的 J 罗带领下，一路杀
进八强，最终惜败于东道主。他
们在场边共舞的庆祝方式，也为
全世界球迷所喜爱。如今他们再
一次踏上征程，J罗、法尔考、夸德
拉多等踌躇满志。

作为上届世界杯八强球队，
哥伦比亚是这个小组里最强的，

无论是实力还是经验都领先于其
他竞争者。“老虎”法尔考归队，

“玉面小生”J罗在拜仁迎来了新
生，哥伦比亚的中前场比四年前
更加豪华。如果不出意外，哥伦
比亚在本组展翅飞翔应无太大悬
念，至于进入淘汰赛能走多远，其
稳定性和成熟性将决定他们的最
终走势。

哥伦比亚哥伦比亚

南美神鹰展翅飞翔南美神鹰展翅飞翔
波兰队拥有能够一锤定音的

明星球员，神锋莱万预选赛阶段
狂轰 16球，打破了尘封多年的世
预赛欧洲区单届进球纪录，状态
火热的莱万是波兰进球的保证。
当然，波兰也不仅仅只有莱万多
夫斯基，什琴斯尼、格利克、米利
克、德拉戈夫斯基、泽林斯基等球
员也早已在联赛中证明了自己。

对于这支队伍来说，三条线人员
齐整、大赛经验丰富，小组出线一
定不会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波兰历史上有过一段辉煌的
岁月，曾两次获得过世界杯季军，
但这支征战俄罗斯的波兰队是世
界杯新军。在这个小组里，实力
非常平均，要想确保出线，波兰必
须努力做到最好。

波兰波兰

神锋莱万领衔前行神锋莱万领衔前行

如果说波兰最大的武器是
神锋莱万，那么特兰加雄狮塞内
加尔最大的武器则是利物浦边
锋马内。过去两个赛季名震欧
洲，在不久前结束的欧冠决赛
中，马内一度让皇马防线很是狼
狈，而在世界杯上，马内会让更
多的球队更加狼狈。

塞内加尔并不仅仅是马内

一个人的球队，这支球队里很
多球员效力于五大联赛，摩纳
哥的凯塔-巴尔德，雷恩的萨
科，都灵的尼昂，西汉姆的库
亚特，那不勒斯的库利巴利等
人都是名声在外。拥有马内这
个爆点，三线都有名将坐镇，
塞内加尔具备争夺小组出线权
的实力。

塞内加尔塞内加尔

非洲力量不可忽视非洲力量不可忽视

日本日本

雄心犹在状态堪忧雄心犹在状态堪忧
四次夺得亚洲杯冠军，两次杀

入世界杯 16强，日本队这些年一
直是“亚洲老大”级别的球队。俄
罗斯世界杯，分组情况还不错的
日本队野心不小，主教练西野朗
的目标是小组出线，而原口元气
和槙野智章这两位首次参加世界
杯的国脚却豪言要打进八强，不
过考虑到日本队相对老化的阵容
和近期低迷的状态，要想实现进

八强的目标恐怕难度很大，争取
小组出线才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临阵换帅、阵容老化，这支日
本队看起来面临着很大麻烦，但
球员的信心很足，无论是老队员
还是年轻队员都希望在俄罗斯世
界杯上有所作为。不管最终结果
如何，日本队的这一雄心壮志，还
是值得点赞。

本报记者 刘超峰

随着俄罗斯世界杯的脚步越
来越近，世界杯 32强的参赛名单
已经全部出炉，一共736名球员将
出战世界杯。虽然世界杯的赛场
上依旧没有国足的身影，但9名中
超联赛的外援将出现在俄罗斯世
界杯的赛场上，创下了中超历年来
外援参赛人数的新高。从另一个
层面上看，这也属于中超的荣耀。

这 9名中超外援分别是北京
国安：奥古斯托（巴西）；河北华夏
幸福：马斯切拉诺（阿根廷）；天津
泰达：米克尔（尼日利亚）；长春亚
泰：伊哈洛（尼日利亚）；大连一
方：丰特（葡萄牙）、卡拉斯科（比
利时）；广州恒大：金英权（韩国）；

天津权健：维特塞尔（比利时）；广
州富力：托西奇（塞尔维亚）。

近几年，随着中超投入的加
大，大牌外援越来越多，尤其是一
些来自足球强国国脚的加盟，让
中超星光熠熠。此次俄罗斯世界
杯，共有9名效力中超的外援入围
最终名单 ，超过了2014年巴西世
界杯时的 6 人，创造了新高。此
外，还有像申花的莫雷诺、恒大的
古德利等在最后时刻遗憾落选的
球员。

奥古斯托、卡拉斯科、维特塞
尔、米克尔、伊哈洛以及马斯切拉
诺等人，可谓星光熠熠，外援在含
金量上大幅度提升。更重要的
是，他们所在的球队大都实力不
俗，甚至有望捧得大力神杯。比
如，奥古斯托效力的巴西队是目
前夺冠最大热门之一，此外丰特
所效力的葡萄牙、马斯切拉诺效
力的阿根廷也都有夺冠的实力，
卡拉斯科和维特塞尔所在的比利
时队也是排名世界前列的队伍，
同样有着无限的可能。

当然，即使有中超外援捧得
大力神杯，对于中超联赛、中国足
球的意义能有多重要呢？我们只
有遵循足球规律，切切实实抓好
青训，中国足球才有未来。

本报记者 刘超峰

奥古斯托奥古斯托

马斯切拉诺马斯切拉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