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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比利时队是
最受瞩目的球队之一。绝杀日本、力克巴
西、“双杀”英格兰，一场场经典比赛令
人难忘。由阿扎尔、德布劳内、卢卡库、
库尔图瓦领衔的比利时“黄金一代”，在
半决赛中 0:1 惜败于最后的冠军法国队，
最终夺得季军，这也是比利时队征战世界
杯的历史最好成绩。

虽然曾长期顶着“世界第一”的头
衔，但比利时队近年来在世界杯、欧锦
赛、欧国联等国际赛事中始终与冠军无
缘。随着“黄金一代”球员年龄基本超过
30，本届世界杯可能是他们争夺大赛荣誉
的最后机会。队长阿扎尔在接受国际足联
采访时就表示：“我们还没有赢得过任何
东西，如果想真的配得上‘黄金一代’的
称号，就需要拿下世界杯冠军。”

核心阵容的老化也是比利时队不得不
面对的问题。卢卡库的伤势反反复复，据
透露，至少将缺席前两场小组赛，能否出
战世界杯仍是未知数。阿扎尔在西甲联赛
中状态下滑明显，失去了皇马主力的位
置。另外还有多名主力球员年龄接近甚至
超过 35 岁，整体年龄偏大无疑将给比利
时队带来很多隐患。

在欧国联赛场，比利时队主帅马
丁内斯考察了小阿扎尔、特罗萨德等
多名新人，主要目标就是给球队注入
新鲜血液。然而从结果来看，比利时
队的欧国联比赛成绩并不理想。21岁
的年轻中场阿马杜·奥纳纳本赛季在
英超埃弗顿队崛起势头明显，但马丁
内斯是否敢在世界杯上继续大胆启用
新人，比利时队能否顺利完成新老交
替，都有待观察。

世界杯小组赛，比利时队与加
拿大队、摩洛哥队和克罗地亚队
同在F组。上届亚军克罗地亚队显
然将是比利时队小组赛的最大竞争对
手，而旅欧球员众多的加拿大队和摩洛
哥队也都具备一定的“黑马”潜质。从
所在半区来看，如果能够从小组中突
围，比利时队在淘汰赛面对的将很可能
是强大的西班牙队或德国队。但谁又能
知道，四年前那支屡创奇迹的队伍，不
会再次制造惊喜呢？

渐渐老去的比利时“黄金一代”迎来
了他们在世界杯的最后一舞。他们创造过
辉煌，也经历了低谷，但当他们再次踏上
这片赛场，相信热爱与激情犹在。

在国际足联公布的最新排行榜上，
“枫叶国”已经来到第41位，不到10年攀
升 80 多位，堪称近年来进步最快的球队
之一。实力蹿升的背后，是他们乘着申
办、筹办 2026 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东风，
吸收了一大批欧洲、非洲移民苗子，为
男、女足各个年龄段的国字号队伍打造出
一以贯之的技战术体系。

时隔 36 年再次登上世界杯舞台，加
拿大队最倚重的是当今足坛顶级左后卫阿
方索·戴维斯，而他也是加拿大这套足球
人才培养体系的最佳代言人。祖籍利比里
亚、出生在加纳的戴维斯，14岁时随同父
母移民加拿大并开始展露足球才华。2017
年6月，不到17岁就打上职业联赛的戴维
斯正式获得加拿大国籍并很快披上国家队
战袍，不久后便被德甲巨人拜仁慕尼黑看
中，踏上了巨星之路。

戴维斯之外，与他名字相近、年龄
相当的乔纳森·戴维也逐渐崭露头角。

这位自幼移民至加拿大的 22 岁前
锋 本 赛 季 在 法 甲 里 尔 队 进 球 如
麻，已成为该队本世纪以来的头
号射手。在今年夏季的转会窗，
已经有英超、西甲强队向他抛出
橄榄枝。

本届世界杯上，加拿大队与比利时、
克罗地亚、摩洛哥队同分在F组。要在前
两轮先后挑战上届世界杯的季军和亚军，
加拿大队出线前景并不乐观。但他们也并
非好惹的“鱼腩”，当这群年轻人冲起来
时，阵容逐渐老化的比利时队与克罗地亚
队未必能轻松抵挡。

况且，作为下届世界杯东道主之
一，加拿大队的卡塔尔之旅本就是一次
积累经验的过程。也许对于深耕青训、
驶入发展快车道的加拿大足球来说，本
届世界杯不过是一道“前菜”，2026年的

“美加墨之夏”，才是他们品尝胜利大餐
的时节。

虽然临阵接过教鞭，但主教练雷格拉
吉有理由被人寄予厚望。这位被称为“摩
洛哥瓜迪奥拉”的本土教练，在接手国家
队前带领卡萨布兰卡维达德俱乐部在非洲
足球冠军联赛中战胜了埃及豪门阿尔阿赫
利队夺得冠军，让这个国家陷入疯狂。

47 岁的雷格拉吉麾下是一支星光熠
熠的队伍，其边路尤其让人胆寒。29 岁
的切尔西边锋齐耶赫已经为国家队出战
41场、打入17球；刚满24岁的阿什拉夫
则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在 2021 年砸下 6000
万欧元重金引入的希望之星，他此前在
多特蒙德效力时曾经创造过德甲历史最
快冲刺速度，而即将迎来 25 岁生日的拜
仁慕尼黑右边卫马兹拉维也是“一匹快
马”。值得一提的是，曾经效力于广州富
力队 （现广州城队） 的前锋哈默德，也
入选了此次摩洛哥队的世界杯大名单。
这位 2014 年中超银靴得主现效力于沙特
联赛。

在世界杯历史上，摩洛哥队并不欠缺
底蕴，他们此前5次杀入决赛圈，更是在
1986年成为首支晋级世界杯淘汰赛的非洲
球队。彼时，在与英格兰、波兰和葡萄牙
三支欧洲劲旅的较量中，摩洛哥队以小组
第一出线，惊掉了不少人的下巴。

通往海湾的航程对摩洛哥队来说一帆
风顺。世预赛一波六连胜拿下小组头名
后，他们紧接着在淘汰赛击败刚果 （金）
队，第六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摩洛哥队
落位F组，将与克罗地亚、比利时和加拿
大队争夺两个出线名额。这个看似强弱分
明的小组或许暗藏玄机，上届世界杯的亚
军和季军都面临年龄的烦恼，而其中最有
可能挑战旧秩序的，恐怕就是“亚特拉斯
雄狮”了。

对于雷格拉吉来说，卡塔尔世界杯也
许最重要的是将这群“雄狮”团结起来，
只有如此，他们方能在海湾发出震撼足球
世界的怒吼。

四年前，克罗地亚“新黄金一代”虽
然未能创造赢得大力神杯的奇迹，但三场
淘汰赛都是逆境翻盘，走到决赛的“格子
军团”已足以惊艳世界。如今，已经 37
岁的“魔笛”莫德里奇将再次扛起整个国
家的足球梦想。

“盯死莫德里奇”是所有球队在面对
克罗地亚时，主教练强调最多的一句话。
但知易行难，作为打破“梅罗”双骄对

“世界足球先生”奖项十年垄断的那个男
人，莫德里奇在球场上的统治力并没有随
着岁月的流逝而快速消散。这名 1985 年
出生的世界级中场凭借超人的控球技术和
进攻组织能力，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全面
的中场球员之一。

2018年在莫德里奇身边的是彼时巴萨
中场“发动机”拉基蒂奇，如今和他搭档
的换成切尔西主力科瓦契奇，他的带球推
进能力可以让球队中场和锋线形成更有效
的衔接。而拦截能力更加出色的国米后腰

布罗佐维奇则站在防线前保驾护航。
效力于霍芬海姆的克拉马里奇是克罗

地亚队锋线上的主要得分手。这名身高1
米77的31岁中锋除了在争抢高空球上不
占优势外，没有其他明显短板。他不仅自
己射术精准，也能通过盘带和传球为队友
创造机会。

从出线形势上看，拥有多名青年才俊
的加拿大队将是他们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
当然这个小组中最令人期待的对决是克罗地
亚与比利时之间的较量，两支球队都希望在
面对这场遭遇战时提前获得出线席位。

2018 年，莫德里奇达到个人荣誉的
巅峰，包揽欧足联最佳球员、金球奖和
世界足球先生三大奖项，瘦小的扎达尔
放羊少年的故事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而卡塔尔很有可能是他球员生涯的最后
一 届 世 界 杯 。 在 世 界 杯 这 方 舞 台 上 ，

“魔笛”又将带领球队谱写出怎样的华
美乐章？

几乎历届世界杯，巴西队都
是夺冠的热门球队，这一届世界
杯也不例外。

历史战绩自不必说：巴西队
从未缺席过任何一届世界杯的决
赛圈，是唯一一支五夺世界杯冠
军的队伍。上一次在亚洲举行的
2002 韩日世界杯，就见证了“桑
巴军团”成就五星荣耀。带着世
界排名第一的光环来到卡塔尔，
巴西队的唯一目标，就是在球衣
上绣上第六颗星。

“足球王国”留给蒂特唯一的
苦恼可能就是在锋线上的选择太
多，带谁不带谁让他想到失眠。
26人大名单中，蒂特带上了9名前

锋，进攻武器不可谓不“锋利”。现年 30
岁的内马尔是当之无愧的进攻核心，他今
年状态火热，在 8 月以来的各项比赛中，
几乎每场都能贡献进球和助攻。在蒂特的
战术里，内马尔时而踢左边锋，时而出任
前场自由人，通过位置变化来引领巴西队
的进攻。

锋线阵容风头无两，巴西队的中场和
后防线配置也不逊色。球队拥有卡塞米

罗、法比尼奥、吉马良斯和帕奎塔四名在
英超效力的顶级后腰，来为豪华攻击群保
驾护航。后防线上，38岁的蒂亚戈·席尔
瓦宝刀不老，依旧是切尔西不可或缺的主
力中卫，也是“桑巴军团”的精神领袖。
24岁的米利唐和28岁的马尔基尼奥斯状态
正佳，三人一起构建起一条“老中青”结
合的世界级后防线。

巴西队实力强劲、剑指冠军，但与其
同处G组的对手们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与
巴西队同在G组的还有塞尔维亚、瑞士和
喀麦隆三队。瑞士队和塞尔维亚队这两支
欧洲劲旅都具备一定的搅局能力，而且在4
年前的俄罗斯世界杯上，瑞士和塞尔维亚
就与巴西同在一个小组，这三队之间的缘
分不可谓不深。

在过往的世界杯，总会出现大热必死
的情况。大热门球队，有着高关注也必然
要承担巨大压力。可以预见，巴西队的夺
冠之路从小组赛开始，就不是云淡风轻的
表演。

20 年 过 去 了 ， 世 界 杯 再 次 来 到 亚
洲，巴西队冲击六星荣耀的目标从未变
过。这一次，他们能否在冬季的卡塔尔
梦想成真？

一年前，卡塔尔世界杯欧洲区预
选赛小组赛最后一轮，塞尔维亚队
凭借前锋米特罗维奇在第90分钟头
球破门，客场 2:1 绝杀 C 罗领衔的
葡萄牙队，赢得A组唯一一张直通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正赛的门票。

本届世界杯，塞尔维亚队与巴西队、
喀麦隆队和瑞士队同在G组，争夺两个晋
级名额。在4年前的俄罗斯世界杯上，塞尔
维亚队就曾在小组赛与巴西队和瑞士队相
遇，但均不敌对手，最终无缘16强。此番

“老对手”再度碰面，塞尔维亚队力争突出
重围。

这是塞尔维亚队第三次参加世界杯，
此前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和2018年俄罗斯
世界杯上，“巴尔干雄鹰”均未能小组出
线。与前两次参加世界杯相比，今年的塞
尔维亚队有一支更为强大的阵容。

队长塔迪奇是塞尔维亚队当之无愧的
“主心骨”，目前效力于荷甲阿贾克斯俱乐部
的塔迪奇曾三次当选塞尔维亚足球先生。本

赛季，塔迪奇依然延续了良好的状态，他丰
富的经验和稳定的状态正是这支年轻的塞尔
维亚队所需要的。

中场位置上，米林科维奇·萨维奇技
术全面，善于创造进攻机会，上赛季效力
于意甲拉齐奥俱乐部，为球队打入11粒进
球。此外，这支塞尔维亚队还有多位球员
在意甲赛场上有着不俗的表现，尤文图斯
的科斯蒂奇、维罗纳的拉佐维奇、都灵的
卢基奇将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为球队扮演重
要角色。锋线上，22岁的天才中锋弗拉霍
维奇也同样备受期待。

相较于才华横溢的中前场，塞尔维
亚队的防线相对薄弱，这是主教练斯托
伊科维奇面临的挑战之一。球员时期，
斯托伊科维奇曾作为队长带领当时的南
斯拉夫队在 1998 年法国世界杯晋级八分
之一决赛，而这一次在卡塔尔，他和球
员们的目标也非常明确——从小组赛突
出重围，成为 2022 年世界杯赛场上的一
匹“黑马”。

卡塔尔世界杯上，瑞士和4年前世界杯
小组赛的两个对手巴西、塞尔维亚再续前
缘。除了想复制 4 年前小组出线的战绩之
外，相信这支欧洲劲旅比以往更期待着突破
与蜕变：在1954年世界杯之后，68年来首次
晋级世界杯八强，应该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瑞士队从来都不是争冠热门球队，但没
有一支世界一流强队敢于小觑他们的实力。
2010年南非世界杯，瑞士队首战爆冷1:0战
胜那届的最终冠军西班牙队；上届世界杯，
他们小组赛 1:1 战平巴西队；2016 年欧锦
赛，他们小组赛战平那届比赛最终的亚军法
国队；去年的欧锦赛上，他们将世界冠军法
国队淘汰出局……近年的每一届大赛，几乎
都有瑞士队创造的“冷门”。

效力于英超“领头羊”阿森纳队的扎
卡，无疑是当前这支瑞士队的“头号球
星”。跟俱乐部的战绩一样，扎卡本赛季的
状态可以用“改头换面”来形容，相信他
能将俱乐部取得成功的秘密和好运都带给

国家队。
除了扎卡外，门将索默状态如何，也

会直接影响到瑞士队的表现与成绩。除扎
卡和索默外，有“瑞士梅西”绰号的沙奇
里也是球队的重点球员。虽然沙奇里目前
已经离开欧洲五大联赛，但他具有丰富的
大赛经验以及反击中的速度优势，这使得
他在主教练穆拉特·雅金的阵容中占据一
个重要的位置。与其他欧洲中游球队相
比，瑞士队更善于利用反击和定位球的机
会取得进球。

本届世界杯瑞士队与巴西、塞尔维亚
和喀麦隆分在G组，除了巴西队实力高出
一档之外，其余三队实力接近，小组竞争
预计将非常惨烈。上届世界杯上，瑞士队
曾 1:1 战平巴西，2:1 绝杀塞尔维亚。本届
世界杯，瑞士队除了要打好和塞尔维亚队
的比赛之外，小组赛首场面对“非洲雄
狮”喀麦隆的结果，或许将直接决定球队
能否从小组中“突围”。

第八次晋级世界杯决赛，第一支进入
世界杯前八名的非洲球队能东山再起吗？

喀麦隆给世界各地的球迷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他们有很强的身体对抗能力和简
单有效的战术。在 1990 年意大利世界杯
上，在米拉叔叔的带领下，喀麦隆在小组
赛中击败了马拉多纳的阿根廷，进入了前
八名，这是非洲国家在世界杯上最好的成
绩之一。

离开世界杯8年后，非洲狮子又回来了。
喀麦隆目前世界排名第43位，主教练

是46岁的里格贝特·他代表喀麦隆参加了
四届世界杯和八届非洲杯。他在1994年和
1998年的世界杯上都获得了红牌，喀麦隆
将在他的领导下更具侵略性。许多喀麦隆
球员在欧洲联赛踢球，几名关键球员最近
在五大联赛中表现出色，但整体实力阵容
水平一般。

在进攻方面，舒波最近状态火爆·莫

廷值得期待。安古伊萨为那不勒斯效力，
他将承担球队进攻和防守转换的重要任
务。国际米兰门将奥纳纳在后防线上表现
稳定，反应速度一流，非常擅长扑出点
球。可以说，这些球员的表现决定了球队
的晋级命运。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上海
申花效力的巴索戈也将出战，他在边路有
犀利的突破能力。

喀麦隆很难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中
脱颖而出。喀麦隆三场比赛都是艰难的
战斗。在第二轮比赛中，当卡尔维亚实
力相对较弱的塞尔维亚时，卡尔维亚希
望 晋 级 小 组 赛 ， 必 须 全 力 以 赴 赢 得 比
赛 。 对 巴 西 队 的 末 战 ， 对 喀 麦 隆 队 来
说，只能说是胜利。

在世界杯上，非洲狮子在面对欧洲强
队时往往很难获胜。但足球总是未知的。8
年后，我们将拭目以待喀麦隆能否打破欧
洲恐惧症的诅咒，闪耀卡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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