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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些球员，他们伤
的不是时候。在世界杯大赛前
受伤，让他们失去了在全世界
最顶级的舞台展示自己才华
的机会。

1 . 迪·斯蒂法诺
1962 年世界杯

作为皇马五冠王的核心，
迪·斯蒂法诺的足球生涯既是
幸运的也是悲情的。他曾先后
代表阿根廷和西班牙国家队
出场比赛。1962 年世界杯，
迪·斯蒂法诺迎来了世界杯的
最好时机，但他却在训练中受
伤，最终无缘智利世界杯。

2 . 达格利什
1986 年世界杯

实际上达格利什的世界
杯经历还算充实，从 1974 年
德国世界杯开始，达格利什连
续参加了三届杯赛，不过苏格
兰队整体实力羸弱，达格利什
本人也没有太多高光表现。

1986 年墨西哥世界杯开
赛前最后时刻，已经入选大名
单的达格利什突然自己宣布

“腿部肌肉拉伤”，无法参加比
赛。实际上达格利什腿上有伤
不假，但远未到不能比赛的地
步。据报道，当时苏格兰队的
主教练就是后来的红魔主帅
弗格森，他将达格利什的队友
兼好友阿兰·汉森排除出了国
家队大名单，达格利什因此不
满而宣布退出，直到现在两人
关系也一直不睦。

3 .帕萨雷拉
1986年世界杯

铁血队长帕萨雷拉在
1978年首次为阿根廷夺得了
世界杯冠军。可惜1982年世界
杯，帕萨雷拉带领的阿根廷发
挥不佳，第二阶段连输两场被
淘汰出局。1986年世界杯前，
帕萨雷拉与新队长马拉多纳
不合，并炮轰阿根廷队更衣
室，最终因为伤病和言论方面
的问题无缘最终的大决战。

4 . 范巴斯滕
1994 年世界杯

天生杀手却往往命运多
舛，范巴斯滕效力米兰期间就
饱受伤病困扰。1994 年世界
杯之前，他在医生的建议下放
弃了前往美国，当时他说：“我
知道我再也不能健康地踢球
了。”但令人哀叹的是，当时的
巴斯滕错了，一年之后他就恢
复了，不过已经被伤病折磨多
年的荷兰杀手最终还是放弃
继续足球生涯。

5 . 罗马里奥
1998 年世界杯

1994 年美国世界杯，“独
狼”罗马里奥帮助巴西第四次
举起世界杯，1998 年的桑巴
军团又拥有了罗纳尔多，“双
鬼拍门”可谓兵强马壮，桑巴
军团卫冕世界杯的希望极大，
但是这对让对手闻风丧胆的
组合并没有亮相法国世界杯，
罗马里奥在世界杯前肌肉受
伤，虽然他坚信自己能在世界
杯前恢复，但主教练扎加洛却
没有给他机会。 综合

因伤无缘世界杯
历史五大巨星在列距离2018年俄罗斯

世界杯开始还有不到
三个月的时间，但是因
为伤病，一些大牌球星
的世界杯梦想正变得
悬而未决。其中就包括
桑巴军团的当家前锋
内马尔、德国的一号门
将诺伊尔以及冰岛大
狙西于尔兹松。他们正
在与时间赛跑，期望可
以赶上今年的世界杯。

伤病来时猛如虎 球员不应这般苦

十大可能因伤
无缘世界杯球星

哈里·凯恩

3月11日，哈里·凯恩在和伯
恩茅斯的比赛中与贝戈维奇相
撞后弄伤了脚踝。最初的估计是
这名英格兰前锋将会错过今夏
的世界杯，但是现在传来了利好
的消息。

托特纳姆热刺在上周表示：
“初步评估证实哈里·凯恩伤到
了右脚踝的侧副韧带，这名英格
兰前锋有望在下个月重返一线
队训练。”

假设凯恩可以在4月份重返
赛场的话，那么他应该有足够的
时间在世界杯前恢复健康，届时
这名英格兰前锋将是三狮军团
的领军人物。
潜在的替代者：
瓦尔迪(莱斯特城)
预测：成功恢复，赶上世界杯。

温克斯

去年11月英格兰和德国以及
巴西的友谊赛前，这名托特纳姆
热刺中场获得了三狮军团的征
召，世界杯之旅似乎正在朝着温
克斯走来。

但是11月5日和水晶宫的比
赛中，温克斯遭遇了脚踝伤势，
这迫使他错过了这两场友谊
赛。最近，这名英格兰中场正在
努力恢复健康，并开始调整自
己的竞技状态。今年，温克斯总
共只参加了3场比赛——— 全部
都是足总杯的赛事——— 上周热
刺的主教练波切蒂诺表示，自
己对温克斯的境遇感到“有点
难过”。

“这不仅仅会关乎到他的自
信心，而且这个伤势还让温克斯
觉得自己的脚踝里总是藏有什
么东西，迫使他无法完全展现自
己。”阿根廷教头接着说道。
潜在的替代者：
威尔希尔(阿森纳)
预测：可能会错过世界杯。

内马尔

四年之前，内马尔以受伤结
束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四年之
后，他的俄罗斯之旅似乎又打上
了问号。

2月25日，内马尔在巴黎圣日
耳曼3：0击败马赛的比赛中遭遇
了右脚踝前外侧扭伤，此外还伴
随第五跖骨骨裂，如今这名巴西
前锋正在和时间赛跑。内马尔在
巴西接受了手术，根据国家队队
医罗德里戈·拉斯马尔的说法，
这名巴西国家队的灵魂人物将
会缺席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将
尽一切可能让他尽快痊愈。”拉
斯马尔说道。

虽然整个巴西将希望都寄
托在了内马尔的身上，但是巴西
国家队主教练蒂特表示，他不会
将内马尔的健康置于危险处境。

“他的父亲表示，自己儿子
的身体状况是现在最为主要的
事情。”蒂特说道，“你不能为胜
利付出这样的代价——— 无论是
世界杯还是巴西国家队都是如
此。让某名球员为健康买单或者
匆匆忙忙地复出比赛，这些都不
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潜在的替代者：威廉(切尔西)
预测：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西于尔兹松

西于尔兹松或许不是内马尔
那样的全球巨星，但是他在冰岛
国家队内的作用同样重要，这可
是他们队史上的第一届世界杯。

3月10日，冰岛大狙在埃弗顿
2:0战胜布莱顿的比赛中弄伤了自
己的膝盖，俱乐部表示这位冰岛
当家球星的恢复时间在6-8周。

不过这个时间却被太妃糖
的主教练阿勒代斯给反驳了，

“山姆大叔”认为西于尔兹松可
以在本赛季重新登场。

“在我看来，接下来的两周
时间内，伤病会出现这种走势：
当你的膝盖受伤时，很快将进入
一段稳定期，随后取决于球员的
恢复速度。西于尔兹松现在恢复
的动力可谓十足，因为他不仅希
望为我们比赛，而且还希望代表
自己的祖国参加今年俄罗斯世
界杯。”
潜在的替代者：
斯库拉松(卡拉比克体育)
预测：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
西于尔兹松会成功恢复赶上世
界杯。

诺伊尔

去年9月份诺伊尔因为脚部
骨裂被迫休战，当时专家们表示
这位德国一号门将将在今年1月
份复出。对于诺伊尔这是一个相
当不幸的消息，因为几个月前他
刚刚遭受过骨裂伤势。

但是现在的他依旧没有回
到绿茵场，这让他何时归来变得
十分扑朔迷离。考虑到诺伊尔本
月还在泰国进行康复工作，这表
明德国人并不急于复出。不过，
本赛季结束之前诺伊尔肯定希
望可以回到赛场上，毕竟还有世
界杯在等着他。

“世界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比赛。”诺伊尔告诉德
国《天空体育》。
潜在的替代者：
特尔施特根(巴塞罗那)
预测：比较乐观。

菲利佩

上周马德里竞技和莫斯科火
车头的欧罗巴联赛中，这名巴西
左后卫遭遇了腓骨骨折，这让他
的世界杯之旅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过，菲利佩已经于日前接
受了手术，他的恢复时间大约为
8 个星期，这意味着他将在五月
中旬回归。

根据巴西媒体的报道，菲利
佩应该很难入选桑巴军团的大
名单，因为蒂特在左后卫的位置
上更倾向于使用皇马的马塞洛
和尤文图斯的桑德罗。
潜在的替代者：
桑德罗(尤文图斯)
预测：处境极为危险。

科科林、瓦辛

今年年初因为膝盖伤势，俄
罗斯接连失去了瓦辛这名后卫，
上周他们又遭遇了一个坏消息，
科科林在欧罗巴联赛中撕裂了
前十字韧带。

这名前锋凭借着10个进球在
俄超联赛中位居射手榜第二，但
是现在的他看起来似乎必须要
接受手术了，而且将会缺阵长达

五个月的时间。
“ 2018 年的每个月，我们都

会得到关键球员遭受严重伤病
的噩耗。”俄罗斯国家队主教练
切尔切索夫说道，“我们的工作
只能是尽全力来弥补这些损失，
然后为世界杯做好准备。”
潜在的替代者：米兰丘克(莫斯科
火车头)、诺伊施塔特(费内巴切)
预测：两人都会无缘本届世界杯。

夸德拉多

当夸德拉多在1月份因为长
期的腹股沟问题而接受手术的
时候，尤文图斯官方表示，哥伦
比亚人需要30天的休息就可以重
返训练场。

不过，现在的我们已经不清
楚夸德拉多是否会在本赛季重
新登场比赛。

上一次夸德拉多为尤文图
斯出战还是12月23日，不过哥伦
比亚人肯定希望自己可以及时
赶上世界杯。
潜在的替代者：胡安·金特罗(河床)
预测：不确定。

马马纳

在本月泽尼特 0 ：0 战平罗
斯托夫的比赛中，马马纳撕裂了
前交叉韧带，这意味着这名阿根
廷后卫的世界杯梦想就此结束。

在接受了手术后，泽尼特官
方表示，这名22岁后卫的恢复时
间大约为6-9个月。

去年阿根廷击败巴西的比
赛中，马马纳上演了自己在成年
国家队的首秀，随后他还代表阿
根廷国家队征战了5场比赛。
潜在的替代者：莫里(埃弗顿)
预测：肯定无缘。

据《天空体育》

无无缘缘热热身身赛赛，，内内马马尔尔发发布布会会痛痛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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