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时间 6 月 17 日 6 点，世
界杯 G 组首轮比赛，加纳对美国
的较量将在纳塔尔的沙丘球场
打响。 由于本组另外两支球队德
国和葡萄牙实力要高出一筹，因
此，要想小组出线，这场比赛双
方都必须力争获胜。

克林斯曼再战世界杯
本场比赛美国队主教练克林

斯曼堪称最大的看点。 在球员时
代，被称为“金色轰炸机”的克
林斯曼一共参加过 1990，1994 和
1998 三次世界杯，打进 11 球，并
且在 1990 年带领德国队捧起了
大力神杯。 作为教练，克林斯曼
在 2006 年带领年轻的德国队在
本土举行的世界杯中取得了第 3
名的好成绩。 本届世界杯也是克
林斯曼的第 5 次世界杯之旅，不
知道他带领的美国队能否给大
家带来惊喜。

世界杯冤家再聚首
加纳历史上一共两次参加世

界杯，两次都和美国队遇到了一
起。 2006 年德国世界杯，意大利，
捷克，美国和加纳分在了一个小
组， 在小组赛前两轮加纳 1 胜 1
负，美国 1 平 1 负，在第 3 轮生死
战中， 加纳 2 比 1 战胜美国晋级
16 强，美国小组淘汰。 2010 年南
非世界杯，加纳和美国都表现出
色杀进 16 强， 在八分之一决赛
中， 加纳 2 比 1 再次战胜美国。
没想到今年又再次碰到了一起，
不知道美国队能否完成复仇。

小组出线关键一战
对于加纳和美国来说， 和德

国、葡萄牙分在一组无疑是一个
死亡之组。 不过加纳已经连续两
届世界杯打进 16 强，美国也在上
届世界杯杀进八分之一决赛，两
队都不是软柿子。 由于德国和葡
萄牙实力明显高出一筹，美国和
加纳要想小组出线，这场比赛都
必须力争 3 分，可以说第一场比
赛就是生死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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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翻战车 C 罗可以吗
北京时间 6 月 17 日零点 ，2014

年世界杯 G 组德国队对阵葡萄牙队
的比赛将在萨尔瓦多的新水源球场
进行。 这本是一场火星撞地球般的强
强对话，但是，考虑到目前葡萄牙球
星 C 罗左膝的伤病隐忧以及德国队
在世界杯首战中强势传统， 葡萄牙队
此役胜算其实不大。

今夏是“德国战车”第 18 次参加
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此前的 17 次
征程， 德国人 12 次杀入四强，7 次晋
级决赛，3 次捧起冠军奖杯，是世界杯
舞台上当之无愧的稳定之师， 其中世
界杯首场比赛的战绩是 13 胜、3 平、1

负，唯一的失利是 1982 年西班牙世界
杯赛爆冷 1 比 2 不敌阿尔及利亚队。
如此恐怖的世界杯首场战绩也让德国
人在面对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时占
据一定的心理优势。 此外，进入 2000
年以后葡萄牙三次在国际大赛中遭遇
德国全部告负，其中包括 2006 年世界
杯三四名决赛中的 1 比 3 失利。

除了比赛的胜负之外， 德葡之战
的一大看点是德国锋霸克洛泽能否追
平甚至打破“外星人”罗纳尔多保持
的世界杯决赛阶段进球纪录。目前，大
罗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进球总数是
15 球，而克洛泽在决赛圈已经打进 14
球。 在克洛泽此前参加的三届世界杯
赛中，他在小组赛首战一共打入 6 球。
虽然 9 日刚刚迎来自己 36 岁生日，但
是，作为德国队中的唯一正牌中锋，壮
心不已的克洛泽很有希望在对阵葡萄
牙队的比赛中再次取得进球。

大罗的纪录已经岌岌可危， 当年
的“小小罗”则已经摆脱大罗、小罗
的阴影 ，成长为“罗氏家族”中独一
无二的 C 罗。 17 日的比赛中，C 罗刚
刚伤愈不久的膝盖很可能成为左右
比赛结果的关键因素。

上赛季随皇家马德里队夺得欧
冠冠军和西班牙国王杯冠

军 的 C 罗 在

赛季末段小伤不断。 回到葡萄牙国家
队后，29 岁的他也因为膝盖和大腿伤
势缺席了两场热身赛，10 日刚刚在葡
萄牙 5 比 1 大胜爱尔兰队的热身赛
中复出。12 日葡萄牙训练营中又传来
不好的消息 ，C 罗仅仅进行了 20 分
钟的身体训练，没有与队友一起进行
有球训练就一瘸一拐地走下训练场，
左膝处还绑着冰袋，随后 C 罗在场边
做了简单的拉伸。

训练结束后，C 罗的队友穆蒂尼
奥在接受采访时解释称，C 罗的身体
并没有问题，冰敷只是预防性措施并
且很多球员都在接受冰敷。 尽管穆蒂
尼奥一再强调 “没什么可担心的”，
但是 C 罗脆弱的膝盖确实存在隐患，
对阵德国队的比赛中能发挥出怎样
的水平还存在着疑问。

当然 ，17 日的比赛中还存在另
一种可能， 考虑到 H 组的组成 （比
利时、俄罗斯、韩国、阿尔及利亚），
在 G 组中获得小组第二也并非完全
无法接受 。 葡萄牙队保险起见也可
能首战雪藏 C 罗或者只让他出战半
场， 以保证 C 罗能以良好的身体状
态出战美国队和加纳队。 不过即使
一个健康的 C 罗能够出现在 16 日
的首发名单中， 葡萄牙也没有十足
的把握击败德国， 争取战平饱受伤
病困扰的德国队应该是葡萄牙人比

较务实的目标。

北京时间 17 日 0：00

VS 北京时间 17 日 3：00

VS

北京时间 17 日 6：00

超级雄鹰 有望梦回 1998
1998年，是尼日利亚和伊朗的足

球史中意义非凡的一年。当年的法国
世界杯，尼日利亚队在小组赛首战爆
冷逆转西班牙队随后挺进 16 强，而
伊朗队则是力克美国队获得了世界
杯首胜。然而，1998 年之后，“超级雄
鹰”和“波斯铁骑”在世界杯均再无
胜绩。

16 年过去了， 尼日利亚和伊朗
在巴西世界杯 F 组首轮比赛中遭遇，
谁能找回 1998 年的荣誉？“雄鹰”的
希望更大一些。

尼日利亚历来不是以防守见长
的球队，如今也一样，强大的锋线是
他们击溃伊朗队的核心力量。参加本
次世界杯的尼日利亚队锋线上人才
济济，英超“三杰”———利物浦边锋
摩西、斯托克城前锋奥德姆温吉以及
纽卡斯尔联队的阿梅奥比，都是能独
当一面的悍将。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
21 岁小将艾·穆萨，他本赛季为俄超
冠军莫斯科中央陆军队攻入 21 球，
身高 1.70 米的他速度奇快且善于盘
带， 一旦伊朗队摆出 “铁桶阵”，穆
萨将成为尼日利亚的取胜之匙。

毫无疑问，尼日利亚本场会一攻
到底， 这不仅关乎出线， 也关乎面
子。 首先，和阿根廷、波黑同组的他
们需要从伊朗队身上捞到足够的净
胜球作为出线的本钱。而在接受国际
足联的专访时，尼日利亚主帅凯西向
本国球迷保证将在巴西大打攻势足
球，让现场观众值回票价，面对伊朗

正好可以履行诺言。
对尼日利亚有利的是，伊朗队的

后防是三条线中最羸弱的，球员班底
全是来自本国联赛。而伊朗的攻击力
也十分有限，中前场只有德贾加（本
赛季英超有 5 粒进球） 这一个点尚
可一战，前锋格尚内贾德虽然在世预
赛最后三场关键比赛中场场进球，但
在本赛季效力英冠查尔顿队时 15 场
仅有 1 球入账，实在难堪大任。尼日利
亚只要在用切尔西后腰米克尔在中场
锁死德贾加，切断他与锋线的联系，那
伊朗的反击威胁将会降至最低。

而对于伊朗队来说，想要爆冷只
能立足于一个拼字，利用不惜体力的
跑动来弥补个人能力上的差距。 对
此，主帅奎罗兹也早有准备，专门请
了巴甲科林蒂安队的体能师，进
行了强度很大的体能训练，如
果能顶住尼日利亚开场 30
分钟的猛攻，守得一场平
局对他们来说也并非
奢望。

加美之战 老冤家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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