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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猜欧洲杯
赢万元大奖
下载封面新闻APP，

通过手机号注册并登录，
进入欧洲杯频道或封蜜
Club，点击进入“我的主
队·欧洲杯”H5游戏页面。

英格兰
目标冠军不仅仅是野心

本届欧洲杯，英格兰、法国
和比利时都是夺冠热门，而英格
兰队更是以 13.2 亿欧元的球员
总身价力压世界杯冠军法国
队。毫不夸张地讲，目前这支英
格兰队正处于“黄金一代”。

主教练索斯盖特麾下拥有
着英格兰这几年最具天赋的年
轻球员，其中绝大多数都已在英
超的几大豪门坐稳主力位置。
凯恩、斯特林、拉什福德、桑乔和
福登的豪华进攻5人组，即使放
眼欧洲杯参赛 24 支球队，都是
数一数二的存在，马奎尔、斯通
斯、沃克等后防大闸也在各大豪
门俱乐部久经考验。除此之外，
2018 年世界杯金靴获得者哈
利·凯恩也有望在这届比赛中再
度证明自己，力争欧洲杯金靴。

对于英格兰来说，历年来被
吐槽最多的就是“大赛软脚病”，
而此番队中大多数核心球员都
参加过 2018 年世界杯，并随队
打入4强，大赛经验丰富。只要
发挥稳定，这批当打之年的球员

定会创造无限可能。对于执掌
英格兰5年的索斯盖特来说，他
的野心绝不只是世界杯4强。

克罗地亚
廉颇老矣实力有所下降

克罗地亚贵为2018年俄罗
斯世界杯亚军，当时接连多场的
加时和点球让全世界的球迷都
记住了这支东欧球队的韧性。
世界杯之后，功勋球员曼祖基奇
的退役让格子军团前场失去了
最值得信赖的支点，压制力大幅
度下滑。不过，克罗地亚的中
场，即便在拉基蒂奇退出国家队
后依旧豪华，35 岁的皇马核心
莫德里奇正处于职业生涯的暮
年，但他对于整个克罗地亚的进
攻串联依旧至关重要。锋线上，
除了熟知的布罗佐维奇外，帕萨
利奇和弗拉西奇等年轻力量也
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不过，在本届欧洲杯预选
赛上，克罗地亚曾输给匈牙利，
战 平 阿 塞 拜 疆 ，整 体 状 态 与
2018 年世界杯时相比，确实有
所下滑。

捷克
沉寂多年依然星光黯淡

作为来自东欧的另一支劲
旅，捷克队也曾有过黄金一代。
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上，捷克在
金球制的加时赛中不敌德国，遗
憾屈居亚军。虽然此后捷克从
未缺席过欧洲杯决赛圈的正赛，
但除了2004年杀入4强外，几乎
就没有什么傲人的战绩。本届
欧洲杯，捷克也是星光黯淡，队
中没有一位球员在豪门球队效
力，大部分来自本地联赛布拉格
斯拉维亚，队内身价最高的是西
汉姆中场球员绍切克，曾经的希
望之星、勒沃库森中锋希克则是
球队预选赛破门的仰仗。

值得一提的是，捷克曾在预选
赛次回合中逆转战胜过同组的英
格兰，如今双方又被分到同一组，颇
有些“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味道。

苏格兰
第4档球队？恐怕被低估了

苏格兰的晋级之路颇为惊
险，依靠欧国联附加赛击败以色
列，点球淘汰塞尔维亚，他们时
隔多年后终于重返世界大赛的
正赛舞台。为什么许多球迷认
为苏格兰被低估？主要原因还
是他们拥有稳健的中场配置：南
安普顿的阿姆斯特朗、曼联中场
新星麦克托米奈、阿斯顿维拉中
场主力麦金以及苏超豪门凯尔
特人的核心麦克格雷戈，这几位
虽然名气不大，但都是“好用不
贵”的关键球员。而苏格兰的队
长安德鲁·罗伯逊无疑是这支苏
格兰代表队最大牌的球员，罗伯
逊这几年在利物浦的表现已经
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可
否认，如果这支苏格兰队能立足
防守，踢出朴实的团队足球，或
许会让球迷见证又一匹黑马
的诞生。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
记者 汤晨

斗牛士军团未战先分裂？
巴萨系主帅恩里克补招四人仍拒皇马球员

D组：英格兰、克罗地亚、捷克、苏格兰

最强三狮军团剑指冠军？

北京时间6月8日，西班牙足协宣布召入四名球员训练备战欧洲杯，分别是罗德里戈·莫雷
诺（利兹）、福纳尔斯（西汉姆）、索莱尔（瓦伦西亚）和布拉斯·门德斯（塞尔塔）。

西班牙队新任队长布斯克茨在新冠检测中呈阳性，他可能错过小组赛的前两场比赛。如果
布斯克茨无缘欧洲杯，需要找到顶替他的人选。西班牙队表示，将根据四位球员接下来的表现
决定他们的去留。

从大名单和这份补招名单来看，西班牙主帅恩里克搜罗了来自五大联赛的西班牙精英球
员，但似乎就是忘了本土豪门皇家马德里。这也是西班牙队历史上，参加世界杯或欧洲杯的阵
容中首次没有皇马球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燕磊 恩里克这么倔，

会有好果子吃吗？

世 界 杯
金靴得主凯
恩此番会有
怎样的表现？

◀◀◀

欧洲杯D小组的
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
月13日21点打响第
一战，由英格兰对阵
克罗地亚。值得一提
的是，这场小组对决
也是 2018 年世界杯
半决赛的重演。由于
该小组还有东欧劲旅
捷克，以及英格兰近
邻苏格兰，无疑形成
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竞
争格局。

恩里克
为自己的选择买单？

此前，西班牙队公布
欧洲杯大名单时，主帅恩
里克就成为了众多球迷所
批判的对象。因为24人大
名单里，没有任何一名皇
马球员。

对于这一情况，恩里克
也在发布会上作出了解释，

“如果卡瓦哈尔和拉莫斯都
没问题的话，他们本可以入
选名单，两人是因为伤病原
因未能入选。”

关于这两人的情况，恩
里 克 的 描 述 或 许 并 无 问
题。卡瓦哈尔最近一次受
伤是在4月底，皇马当时确
认其右腿半膜肌受伤，卡瓦
哈尔也伤停至赛季最后一
场比赛，一直未能出场。而
皇马官方刚刚对外确认，拉
莫斯又一次受伤了，此次受
伤的是左腿半膜肌出现肌
腱炎。而在不久前皇马与
切尔西的欧冠半决赛次回
合比赛中，拉莫斯才刚刚伤
愈复出。

不过，尽管恩里克给出
了合理解释，但除了拉莫斯
和卡瓦哈尔外，纳乔、伊斯
科以及阿森西奥这样的皇
马主力球员，也都没有进入
西班牙队的大名单，这是十
分罕见的事。

根据欧足联的规定，
如果首场比赛当天一支球
队无法凑齐 13 人（其中一
人必须是门将），那比赛将
推迟 2 天进行。国家队可
以在此期间征召球员替代
核酸检测阳性者和被隔离
者，被替代者将不能再进
入国家队。但如果 48 小
时后仍然无法凑齐 13 位
检测阴性的球员，那该队
比赛将被判0比3输。

如今看来，恩里克当初

宁愿空出2个名额也不征
召皇马球员，恐怕已种下
恶果。现在布斯克茨被
查出阳性，而西班牙全队
都进入隔离状态，不排除
接下去有更多球员查出
阳性。

恩里克
为何不招皇马球员？

坚持不带皇马球员
会怎样？球迷肯定不会
答应。在上周西班牙与
葡萄牙的热身赛中，恩里
克 被 全 场 球 迷 一 阵 狂

“嘘”。
不过，恩里克

赛后表示“不怕被
嘘”。他说：“这根
本 不 能 影 响 我 和
我的决定，还让我
感觉更有劲了，我
才 不 关 心 为 什 么
嘘我，无所谓。谢谢他们
嘘我，那种感觉太棒了，我
必须祝他们周末快乐。”恩
里克表示，“作为公众人
物，你知道这是不可避免
的。在马德里我甚至有爱
的感觉，事实是，我在马德
里居住的时间比巴塞罗那
还长。”

或许伤病是恩里克不
招皇马球员的合理理由，
但其实，作为一名著名的

“反皇马人士”，恩里克拒
绝征召皇马球员，这并不
奇怪。

在一项网络调查中，有
72%的受访者表示对恩里
克的这份名单不认同。作
为前巴萨系主教练，恩里克
作出不征召皇马球员的决
定，似乎引爆了盘踞西班牙
队内多年的问题——派系
之争。

目前，还无法判断恩
里克的选择是否正确。偏
执的西班牙人只能用成绩
去证明自己。不过，从近
几届大赛斗牛士军团的表
现来看，只能祝福恩里克
好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