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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对比：有一个人的态度，可以表
明瑞典队在人们心目中的改变，那个人
叫伊布拉希莫维奇，别称“奉先”，前瑞典
国家队首席射手。瑞典队第一场小组赛
后，伊布称“我觉得我可以比他们踢得更
好”，而今，瑞典队3：0狂涮墨西哥昂首
出线后，伊布重新成为瑞典拥趸，他说：

“在此之前我就说他们可以走得很远，瑞
典队很可能赢得这届世界杯！”请注意，
如果在小组赛前搞一次德国和瑞典二选
一，究竟谁出线的竞猜，谁能猜到是瑞典
呢？

瑞士方面，虽然逼平巴西，绝杀塞尔
维亚，但最后一轮只能2：2战平提前出
局的哥斯达黎加，尽管世界排名高居第
六，整体表现应该要稍稍逊色于瑞典。
不过，瑞士至今保持着一项惊人纪录，那
就是在新近的热身赛和小组赛中，一场
都没输过。

足彩分析：亚盘初盘平手，截至目前
未有改变，不过瑞典队水位顶得很高，这
意味着临场有可能变为瑞典受让平半。
如果这个判断成为现实，则瑞士受热之
下比较危险。欧赔方面，目前主胜、客胜
都比较凝聚，也基本符合双方亚盘水位
的落差，主流平赔压得较低，部分主流公
司稳定在2.80。和葡萄牙一样，瑞士在
国际排名领先不少的前提下始终无法作
出让球，这一点比较令人困惑。

推荐：瑞典不败（90分钟内）。足彩
预测，首选1，次选3，若瑞士临场升平半，
瑞典更有希望。

升盘受热前途坎坷

英格难？

瑞典 瑞士VS
开赛时间：7月3日22：00

竞彩盘口：平手

哥伦比亚 英格兰VS
开赛时间：7月4日02：00

竞彩盘口：哥伦比亚受让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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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国境线上查得很仔细

担心有英国“足球流氓”

哪儿有？

独此一贾·足 彩 数 据 分 析

谁是小组赛最受欢迎的球队？携一
身“青春风暴”的英格兰队肯定就是其
一。

他们可能来到了最理想的半区，但
第一战的对手未必就是最理想的对手。
哥伦比亚，其实比想象中要更难缠……
以小组赛以来的亚盘经验，退盘未必不
是好事，因为示弱反强，但强行升盘的代
价都是惨重的，除了墨西哥等少数球队
能打破“升盘魔咒”外，余皆折戟，至少在
足彩领域是输盘的命。

规律延续？还是规律被打破？就看
英格兰了。

实力对比：两队在小组赛阶
段的表现都不赖，只不过进球更
多的英格兰似乎更得球迷的青
睐。此番对撞，英队小组首轮受
伤的中场大将阿里复出，而哥队
的当家球星J罗受伤，本场能否
顺利出战还有点疑问，此消彼长，
英格兰似乎更占上风。历史交
锋，两队在10年以前有过两次交
手，哥伦比亚全败，不过年代久
远，不具太多参考价值。

目前，备受鼓舞的英格兰媒
体发出了“平趟下半区”的怒吼，
事实上对英格兰队是不太有利
的，太高调了。小组赛最后一轮
输球，精打细算进入一个综合实
力相对较弱的半区，其实未必是
英格兰队真实的计划，因为相对

日本而言，哥伦比亚显然要更加
硬朗。而淘汰赛的第一战，很可
能就是最大的考验。

足彩分析：亚盘初盘，哥伦比
亚受让平半，目前可能受到各种
消息的影响，盘口变为哥伦比亚
受让半球（低水），总而言之，这个
亚盘变化是英格兰受热的表现，
不太有利。欧赔方面，主胜尚有
分歧，数值稍微顶得有点高，但不
排除在受注高峰期回落的可能。
平赔比较凝聚，个别大公司甚至
一直在3.00以下，标志着防平是
操盘的一个重点。

推荐：哥伦比亚不败（90分钟
内）。足彩预测，首选1，次选3。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贾知若

虽然大多数英国球迷这
次都选择在家里看比赛直播，
但仍有一些英国球迷来到了
俄罗斯。记者在加里宁格勒
街头随机采访了几名来自英
格兰的球迷，没想到每个人都
对俄罗斯人的热情好客竖起
了大拇指。

来自英格兰的蕾琪儿是
独自来俄罗斯看球的，“朋友
们都对我这趟行程感到惴惴
不安。出发前，甚至有人问我
写好遗嘱了吗？”蕾琪儿笑着
说，到达俄罗斯后，和想象中
的不同，她经历了另一番景
象，被俄罗斯人的热情惊呆
了。在球迷派对上，俄罗斯人
纷纷过来拥抱她，和她合照。
走到哪儿几乎所有的俄罗斯
人都和她说：“谢谢你能来我
们国家，你觉得还好吗？我完
全不认为英国球迷和俄罗斯
球迷之间有什么过节，这里的

球迷都很友好，至少到现在为
止我还这么认为。”

球迷格兰特此前在伏尔加
格勒受到了俄罗斯房东的热情
款待，格兰特也代表英格兰球
迷，前往前苏联烈士纪念碑去
献花。他说：“这其中的意义，
已经超越了足球。我非常喜欢
这里，以后还会再来的。”

来自英格兰朴茨茅斯的亚
当父子说：“这一次世界杯并没
有太多的球迷来到俄罗斯，因
为很多人被危言耸听的报道吓
得不敢来了，其实都是被忽悠
了，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俄
罗斯很平静，到现在还没有听
说过任何一起英格兰球迷被打
的消息，根本感觉不到两年前
打架事件的影响，大家也很友
好，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特
派记者 闫雯雯 加里宁格勒
现场摄影报道

英格兰的足球流氓，让很多人闻风丧
胆，曾经有人专门拍过他们喝酒闹事的电
影。因此，俄罗斯人有点担心，害怕他们在
世界杯上搞出什么大事件，毕竟在两年前
欧洲杯上，英格兰与俄罗斯的足球流氓就
曾经干了一架，当时英格兰还吃了亏。世
界杯前，两国球迷就隔空打起了嘴仗，说一
定要干一票大的。不过，俄罗斯世界杯开
赛至今，英格兰队已经打了三场比赛，所到
之处还没出过什么意外。

但是，英格兰队今晚将转战莫斯科，英
格兰球迷是不是还能维持这样的平静，让
人拭目以待。

俄罗斯人怎么样？
英国球迷竖大拇指

奇怪/

英格兰球迷
创最少人数纪录

莫斯科时间6月28日，英
格兰与比利时的最后一轮小
组赛在加里宁格勒收官。这
场比赛的看台几乎成为比利
时球迷红色的海洋，而集中在
一起的英格兰球迷只有两个
较大阵营，大约三四千人，其
余都零零散散地坐在比利时
球迷中间，显得势单力孤。两
国球迷再加上俄罗斯球迷，依
然没有将体育场填满，看台上
还出现了不少空位。

和南非世界杯、巴西世界
杯相比，地处欧洲的俄罗斯对
于英格兰球迷来说，行程算不
上曲折奔波。然而此次世界
杯，赛场内外的英国球迷可以
说是各支参赛队最少的。首
场小组赛时，大约只有 2000
名英格兰球迷来到现场，虽然
近几天他们的人数有所增加，
但依然是近几届世界杯现场
英格兰球迷最少的一次。据
统计，在2014世界杯上，英格
兰队的首场比赛，就吸引了约
5000名英格兰球迷现场观战，
而2010世界杯时这一数据为
7000，2006世界杯时更是有5
万名英格兰球迷前往德国。

显然，这是俄罗斯人的刻
意安排。一直以来，英格兰球
迷前往俄罗斯观战的安全问
题成为大众讨论的热门话题，
当然，这与英俄两国外交恶
化，以及两年前欧洲杯上那次
斗殴风波是分不开的。两年
前，法国欧洲杯期间，1000名
英格兰球迷被200多名俄罗斯
球迷打得四散奔逃，事后连普
京都表示想不通，为何200多
名俄罗斯球迷就“战胜”了
1000多名英国球迷。

本届世界杯前，俄罗斯足
球流氓摩拳擦掌的消息满天
飞，英国国防部曾向球迷发出
警告，称在俄罗斯可能会受到
人身安全威胁，英国媒体也连
篇累牍地呼吁英格兰球迷到
俄罗斯后千万不可酗酒，应注
意安全问题，因为如果有国民
在俄罗斯受伤或受困，政府将
没有足够力量施以援手。

原来/

英格兰球迷
被困在国境线上

为了减少英格兰球迷的
数量，英格兰队的三场小组赛
都被安排在了中小城市，交通
并不方便。首场比赛在伏尔
加格勒，距离莫斯科和圣彼得
堡都非常遥远，坐火车需要20
多个小时。英格兰球迷大多
数都是请假来的，比赛前一天
甚至是比赛当天才到，然后第
二天就回家休息，过几天再出
发，如果要花20多个小时坐火
车，还真是抽不出时间。第二
场小组赛虽然安排在莫斯科
边上的下诺夫哥罗德，但也相
距近400公里。而最后一场比
赛更是需要飞抵加里宁格勒，
飞机少而且票价贵，因此很多
英格兰球迷放弃了随队出征。

为了前往加里宁格勒观
看英格兰与比利时的最后一
场小组赛，一些英格兰球迷选
择了另外一条路线，即从英国
飞抵波兰格但斯克，再坐上三
个小时大巴即可到达加里宁
格勒，而从英国飞到波兰，英
格兰球迷甚至不需要签证。

“从格但斯克到加里宁格勒，
一共只需要坐3个小时的大巴
车，结果没想到在国境线上等
待入关却花了3个多小时。边
境警察们一点点地盘查，非常
小心。”来自波兰罗兹电视台
体育节目主持人Tycjan这样
告诉记者。

这一消息被一位名叫
PAVAL的俄罗斯球迷证实：

“那些有麻烦的英国球迷都被
挡在了波兰和俄罗斯的国境线
上，没有办法入境俄罗斯到加
里宁格勒来。不过，我听说还
是有一些英国球迷到了加里宁
格勒，没有球票，他们就到Fan
Fest去，准备比赛输了之后打
架。我是来看热闹的。”

事实上，那天晚上，英格
兰队虽然输了球，但球迷们却
一团和气地来到胜利广场喝
酒，甚至喝光了当地一家著名
酒吧里所有的啤酒，给当地旅
游场所结结实实地带来了一
大笔收入。至于打架？俄罗
斯人想多了，当然没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特派记者
闫雯雯加里宁格勒现场报道

在加里宁格勒街头的英格兰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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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凯恩一点都不慌，年轻是他最大的本钱。

如果要问本届世界杯最大的赢家
是哪家俱乐部，当然是巴黎圣日耳曼。
三场淘汰赛，大巴黎的四位球员已经贡
献了6个球、制造一个点球。其中，姆巴
佩两球、卡瓦尼两球、内马尔一球、迪马
利亚一球。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一直是检验各
大俱乐部球星成色的大考，也是考察各
俱乐部眼光的比赛。八年前西班牙队
鼎盛时期曾让皇马、巴萨等西甲豪门非
常“长脸”，四年前的德国队夺冠也让拜
仁慕尼黑升级为“大拜仁”。

这一届，曾有球迷说是属于英超的
一年，736名参赛球员中，来自英超俱乐
部就有124人，为各大联赛之首，而俱乐
部中，曼城“笑傲江湖”贡献16位世界杯

国脚为诸强之首。
小组赛阶段，皇马曾一度风

光，C罗、莫德里奇、克罗斯都带
来了决定性的进球。不过，随着
淘汰赛的深入，属于皇马球迷的
世界杯已经宣布提前结束。而在
淘汰赛阶段，最为闪耀的俱乐部
当然是巴黎圣日耳曼。

在法国和阿根廷的豪门对决
中，19岁的姆巴佩一人独进两球，并
制造一个点球，可以说，用一己之力
送走了梅西。而在阿根廷队中，打
进世界波扳平球的迪马利亚，同样
是来自大巴黎，那脚远射可谓天外
飞仙，一度给了阿根廷人无限的希
望。而另一位大巴黎神锋也是用

一己之力送走了C罗——乌拉圭的卡
瓦尼，他和队友苏亚雷斯的神配合，两
次攻破葡萄牙球门。如今，五星巴
西队的球星内马尔又捅破了墨西哥
门神奥乔亚把守的大门。

三场六个进球，大巴黎当然是
最具慧眼的俱乐部，要知道当年曼
联、皇马等俱乐部哄抢姆巴佩时，还
是大巴黎财大气粗花费1.87亿欧买
下这位“明日巨星”。而半年时间不
到，在世界杯大舞台上，姆巴佩的身
价跟随他的速度，翻个翻都不止。
难怪大巴黎主席纳赛尔表态，即便
今夏收到10亿欧元的报价，他也不
会出售姆巴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内马尔再换发型一射一传

不回家！
大巴黎恐成世界杯最大赢家

▶▶昨晚，在首轮淘
汰赛备受关注的“美
洲对决”巴西和墨西
哥的比赛中，眼尖的
球迷很快就发现，五
星巴西的大哥内马尔
发型又又又变了。彻
底回归“洗剪吹”的内
少，也贡献了一个进
球一次助攻，用他出
色的表现，率领巴西
队2：0力克墨西哥队，
顺利挺进八强，打破
了俄罗斯世界杯的

“豪门魔咒”。

内马尔回归“洗剪吹”，发挥就正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