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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不逊球星
盘点世界杯教练

在2018世界杯抽签仪式
现场的观众席上，各队主教
练对抽签结果的反应也成为
一大看点——— 德国主帅勒夫
由始至终的从容淡定、葡萄
牙主帅桑托斯在抽中西班牙
时的眉头紧锁、英格兰主帅
索斯盖特在遭遇比利时时的
面无表情，都给人们留下深
刻的印象。面对即将到来的
俄罗斯世界杯，关于三十二
路豪强的主教练，球迷们又
了解多少呢？

外籍主帅占比38 . 7%
在目前世界杯32强的31

位主帅中(澳大利亚主帅暂时
空缺)，外籍主帅达到12人，占
比达到38 . 7%。而在聘请外教
的12个国家中，亚洲区(日本、
伊朗、沙特)、非洲区(尼日利
亚、埃及、摩洛哥)和中北美区
(墨西哥、巴拿马)共占据8个
名额，外教占比率高达75%。

阿根廷教练最“吃香”
在上周的抽签仪式上，

共有30支球队的主教练来到
现场，其中阿根廷籍的主教
练便占据了5席——— 阿根廷
主帅桑保利、哥伦比亚主帅
佩克尔曼、埃及主帅库珀、秘
鲁主帅加雷卡、以及沙特主
帅皮济，5人次也让阿根廷系
主帅成为目前世界杯32强中
最“吃香”的教练。

最年长的主帅：塔瓦雷斯
在32强的主教练中，乌

拉圭主帅塔瓦雷斯以70岁的
高龄成为最年长的主帅。出
生于 1 9 4 7年的塔瓦雷斯于
2006年3月起执掌乌拉圭国家
队教鞭，率领乌拉圭在2010年
南非世界杯杀入四强，并勇
夺2011年美洲杯冠军。

最年轻的主帅：西塞
41岁的塞内加尔主帅阿

利乌·西塞是32强主教练中
年龄最小的，这位前塞内加
尔国家队队长曾在2002年韩
日世界杯中率领球队一路杀
入八强，创造了非洲球队征战
世界杯的历史最好战绩，退役
后的他一直担任国家队助理
教练的职务，同时掌管塞内加
尔国奥队，并于2015年3月正
式接手塞内加尔国家队。

意大利籍主帅无人问津
作为曾四夺世界杯的传

统豪强，意大利向来以盛产
名帅而著称，然而今非昔比，
随着里皮与卡佩罗先后登陆
中国、安切洛蒂从拜仁黯然
下课，意大利籍主帅在国际
足坛的影响力也与意大利国
家队成绩一样开始滑坡，经
历阵痛的意大利足球急需扭
转颓势迎来革新。

在上周的抽签仪式上，
主持人莱因克尔曾调侃抽签
嘉宾卡纳瓦罗，“还好这里还
有你一个意大利人”。正如卡
纳瓦罗脸上尴尬的笑容一
般，明夏的俄罗斯世界杯，我
们不仅看不到意大利队的身
影，也将看不到意大利籍主
教练的身影了。 综合

东道主俄罗斯抽上上签
俄罗斯、沙特、埃及、乌拉圭

在抽签结果公布的一刹
那，俄罗斯主帅切尔切索夫脸
上满是自信的表情。诚然，对
于东道主来讲，这是个好签。

虽然俄罗斯是第一档球
队中最弱的一个，但是运气好
的他们在三档和四档都抽到
了同档排名最低的埃及和沙
特，这两支球队都已经阔别决
赛圈已久，实力在 32 强中并
不凸显。

俄罗斯唯一的竞争者是
两届世界杯得主乌拉圭，但是
他们除了在 2010 年的南非世
界杯闯入半决赛外，近几届大
赛成绩均不尽如人意，苏亚雷
斯状态下滑，卡瓦尼力量有
限，对于俄罗斯来讲乌拉圭也
不是二档中最可怕的对手。

虽然A组的四支球队实
力极为接近，各支球队都能
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但
他们一旦小组出线之后，1/8
决赛很有可能面对实力强大
的西班牙或者葡萄牙。

高卢雄鸡提前迈进16强
法国、澳大利亚、秘鲁、丹麦

德尚的法国队是本届世
界杯上身价最高的球队，和三
支最后时刻“上车”的球队分
到一组，法国只要正常发挥，
小组第一出线几乎不成任何
问题。

相比于法国，小组中其他
三支队伍可能要争夺第二名
的位置了。澳大利亚作为世界
杯的常客让他们在小组中充
满竞争力；而丹麦队则有埃里
克森领衔。秘鲁队的实力可能
是小组中最弱的，但实力最弱
不代表不能改变小组局面，预
选赛中秘鲁队经常能够反败
为胜的“黏皮糖”特点很有可
能成为本组中的 X 因素。

梅西能否让雄鹰展翅？
阿根廷、冰岛、克罗地亚、

尼日利亚

俄罗斯世界杯分组没有造
就死亡之组，相对比之下D组
就算是分组情况最残酷的一组
了。看上去上届世界杯亚军“潘
帕斯雄鹰”阿根廷实力占优，但
是世预赛阶段几次滑铁卢也让
球迷很揪心。小组其他三支球
队都不弱，不像其他小组有明
显鱼腩队，冰岛欧洲杯的维京
战吼至今让人难忘，在世预赛
他们又创下小组第一直接晋级
的小国奇迹，这样一支黑马不
容小觑。格子军团才俊辈出，莫
德里奇不会让欧洲杯的突然死
亡重演。就连第四档的尼日利
亚也是该档最强球队，有着丰
富的世界杯作战经验，三者谁
能陪着阿根廷出线存有很大的
悬念。

本组中，第一名的争夺相
当重要，因为D组第一将会在1/
8决赛中面对C组第2，在法国几
乎锁定C组第1的情况下，C组
第2就相对容易对付一些。

巴西一枝独秀难遇抵抗
巴西、瑞士、哥斯达黎加、

塞尔维亚

擦干巴西世界杯1：7输给
德国队的眼泪，巴西人在俄罗
斯世界杯强势归来。相比四年
之前，内马尔更加成熟也更加
具有领袖气质，巴西在世预赛
阶段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

其他三支球队实力都难以
掀翻五星巴西。瑞士尽管在世
预赛阶段九连胜，但是却打不
过葡萄牙。哥斯达黎加世界杯
历史上晋级过八强，但是这么
多年就黑马了那么一次。塞尔
维亚是传统劲旅，热身赛却和
韩国水平相当，很难算是强队。

其余三支球队都有机会争
夺小组第二，毕竟瑞士、哥斯达
黎加和塞尔维亚三支球队都具
有成为黑马的属性。

红魔与三狮军团争头名
比利时、巴拿马、突尼斯、
英格兰

在小组遇到了巴拿马和突
尼斯两个队之后，英格兰的小
组出线应该没问题了。巴拿马
是首次晋级世界杯，突尼斯已
经阔别世界杯 20 年之久，两支
球队加起来也找不出个出名的
球星。本组的出线形势不复杂，
唯一的悬念在于英格兰和比利
时谁能成为小组第一。

比利时大量球星在英超效
力，因此英格兰和比利时并不
陌生，两队之间的较量也很有
意思，双方的较量可以被誉为
英超内战。比利时世界排名一
直很高但是大赛表现差强人
意，英格兰则是每次声称黄金
一代却常常掉链子，两支球队
到底谁能在俄罗斯证明自己值
得期待。

实力相近日本欲创奇迹
波兰、塞内加尔、哥伦比亚、

日本

对于球迷来讲，这一组就是
莱万多夫斯基、马内、J罗和香川
真司的比拼。的确四支球队都不
算是世界强队，人们对于球队的
认知多半停留在球星层面上。

波兰的防守能力已经在世
预赛上得到验证，塞内加尔在世
预赛的后半段展现出了完全不
同的风貌，哥伦比亚迎来了状态
复苏的法尔考，日本中场配合简
练令人称赞。这样的分组虽说缺
乏超级强队，但球队间实力差距
相对较小胜负难测，也同样是世
界杯的迷人之处。

亚洲球队中，日本相比韩国
可谓是抽到了上上签，明年的世
界杯日本有望在小组赛中制造
惊喜。 综合

尽管2018年还没有到来，但是2018世界杯已经
向全世界球迷招手了！

北京时间12月2日凌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32
强分组抽签结果揭晓，预料之中的死亡之组并没有
出现。从分组形势上看，传统强队晋级难度不大。亚
洲球队的签运普遍不佳，存在小组赛“团灭”风险。

葡西两强遇防守专业户
葡萄牙、西班牙、摩洛哥、伊朗

这是“以牙还牙”的一组，
当新科欧洲杯冠军葡萄牙和老
牌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分在一
组，注定将造就小组赛阶段最
强对决。两队历史上有着诸多
渊源，2010 年南非世界杯，1/8
决赛中西班牙凭借着一个疑似
越位的进球淘汰葡萄牙。

本组强弱分明，唯一的遗
憾在于，这样的抽签结果对于
C 罗拿世界杯金靴很不利。伊
朗和摩洛哥在世预赛阶段是防
守最好的队伍，伊朗在亚洲区
十二强赛上只失两球，摩洛哥
在预选赛上仅丢 1 球，想在两
支立足于防守的球队身上刷纪
录，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小组赛
2018年6月14日23：00-
2018年6月29日02：00

1/8决赛
2018年6月30日22：00-
2018年7月4日02：00

1/4决赛
2018年7月6日22：00-
2018年7月8日02：00

半决赛
2018年7月11日02：00-
2018年7月12日02：00

决赛
2018年7月14日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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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面前谁是小组第二？
德国、墨西哥、瑞典、韩国

卫冕冠军德国所在的这一
组中，三个对手都不算很弱，但
是都难以阻挡德国小组第一出
线。分在这样一个小组中，也难
怪韩国媒体哀声一片，小组第
一没悬念，小组第二的争夺太
激烈，墨西哥队是淘汰赛常客，
实力有目共睹。北欧海盗瑞典
今年更是脱胎换骨，他们硬生
生淘汰了无冕之王荷兰和传统
豪强意大利。

相比之下韩国队就只有跑
动能力和孙兴慜，与瑞典比他
们身体方面吃亏，与墨西哥比
他们的脚下又不占优势，可以
预见的是，这次俄罗斯之旅对
于韩国队来说并不容易。因此，
小组第二很可能在墨西哥和瑞
典之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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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月月22日日凌凌晨晨在在俄俄罗罗斯斯举举行行的的22001188世世界界杯杯抽抽签签仪仪式式并并未未出出现现传传统统意意义义上上的的““死死亡亡之之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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