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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欧洲杯

INFORMATION TIMES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

北

京时间 6 月 13

日 3 时， 欧洲杯

B 组将迎来强强之争。 比利时队对

阵俄罗斯队，两队都希望能在“死

亡之组”脱颖而出。

本组一共有四支球队，在第一

轮比赛中芬兰队将挑战丹麦队。 而

排名世界第一的“欧洲红魔”比利

时队将迎战排名世界第 38 位的俄

罗斯队。 虽然两支球队排名差距很

大，可是比利时队想击败俄罗斯队

也并不轻松。

外界普遍认为， 这个小组中，

比利时队、 俄罗斯队和丹麦队，都

有出线的希望，且三队实力差距都

比较小，因此小组中每一场比赛都

不容忽视。

比利时队在本次欧洲杯的阵

容相当豪华。 他们的阵容中

大多数球员都效力于欧洲五

大联赛。 比利时队的身价总

额高达 6.6 亿欧元， 在整体身价对

比上高于俄罗斯全队五倍以上。 比

利时和俄罗斯一共交手过六次，成

绩是五胜一平。

比利时队核心球员德布劳内

因为在欧冠决赛中受伤，目前正在

恢复之中，可能将无法赶上第一场

小组赛。 好在比利时队在三条线上

有着众多的顶级球员，他们常常使

用 352 阵型，首场比赛的首发阵容

很可能是锋线上由卢卡库和默滕

斯搭档，兼具高度、速度与灵活性，

阿扎尔是否能够出场应该会视其

状态而定。 中场方面，两个边前卫

大概会是卡拉斯科和默尼耶，小阿

扎尔也将是卡拉斯科的有力竞争

对手，这两个边前卫都有较强的突

破能力。

中场三人组在德布劳内和维

特塞尔都因伤缺阵的情况下，比利

时队应该会以蒂莱曼斯为中场核

心，搭档登东科尔和沙兹利，蒂莱

曼斯作为比利时队希望之星，也许

会在这场比赛中大放异彩。 后防线

的三中卫体系下，原来的中卫搭档

托比和维尔通亨因为年龄的增大

状态大不如前，这将会给俄罗斯队

不少机会。 好在三中卫中的另一位

效力于里昂的德纳耶尔状态不错，

他也许能给这条老迈的防线带来

稳定因素。 不过别忘了比利时队最

后一道防线还有皇马门神库尔图

瓦坐镇，他将会力保比利时队城门

不失。

不过俄罗斯队也有他们的秘

密武器，那就是高中锋久巴。 俄罗

斯队目前实力和两年前打入世界

杯八强时并无太大变化。 身体素质

出色、 跑动积极依然是他们的特

点，主打久巴高中锋战术的他们拥

有令任何人都不容小觑的进攻力，

此外索波列夫和萨布罗尼都具备

很强的攻击力。 中场方面戈洛温在

摩纳哥表现愈发出色，这位上届世

界杯的潜力新星正在慢慢兑现他

的天赋，另外日科夫和索伯宁都是

世界级的中场球员。

主哨欧冠决赛的裁判

首次执法欧洲杯

早前，欧足联官网更新了欧洲杯首轮

的裁判安排，其中在圣彼得堡进行的 B 组

首轮俄罗斯队 VS 比利时队的比赛， 将由

西班牙名哨马特乌·拉奥斯执法，VAR 主

裁判则是埃尔南德斯。

这是 44 岁的马特乌·拉奥斯裁判生

涯首次执法欧洲杯，而他在不久前刚刚执

法了曼城与切尔西的欧冠决赛。

在交战双方的执法记录上，马特乌曾

执法过 1 场比利时队 2:1 瑞士队的欧国联

赛事，执法过 2 场俄罗斯的比赛，分别是

俄罗斯队 2:0 北爱尔兰队的世预赛， 以及

1 场俄罗斯队 2:0 冰岛队的友谊赛。

此外，俄罗斯圣彼得堡体育场在 3 年

前的世界杯上投入使用，为欧足联四星球

场，设施先进，可容纳 6.8 万名观众。 由于

疫情防控的需要， 本场最多可接待 3.4 万

名观众。

本届欧洲杯首次采取无主办国的巡

回赛方式在欧洲 11 个城市举行， 俄罗斯

队此役有主场优势，或许可作为额外的赢

球动力。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青春对决，“双士”主打快攻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京时间6

月12日21:00， 欧洲杯小组赛首轮A组第二

场比赛将在阿塞拜疆巴库的奥林匹克体

育场打响， 对阵双方为威尔士队与瑞士

队。威尔士队上一场热身赛0:0战平阿尔巴

尼亚队，瑞士队上一场热身赛7:0大胜列支

敦士登队，三场热身赛全部取胜。

威尔士队是上届欧洲杯的黑马，队史

首次参加欧洲杯就打进四强，八强战中3:1

淘汰了当时的夺冠热门比利时队，半决赛

中0:2不敌后来夺冠的葡萄牙队。 当时贝

尔、拉姆塞等球员在比赛中惊艳欧洲。

威尔士队最新一期26人大名单中，锋

线依旧由贝尔领衔，他目前以33球高居队

史射手榜榜首。 中场由拉姆塞领衔，此外

还拥有曼联中场詹姆斯。 后卫则有戴维

斯、罗登以及冈特坐镇。 球队总身价约为

1.7亿欧元，平均年龄为25.6岁。

威尔士队主帅是曼联名宿吉格斯，但

他此前因涉嫌殴打女友而被拘留，已被暂

停主教练一职， 目前球队由助教佩奇带

领。 目前佩奇共带队踢了8场比赛取得4胜

2平2负。

瑞士队现排名世界第13位，连续四次

打进世界杯，连续三次在世界杯上进入16

强。 瑞士队球员大多效力于欧洲五大联

赛， 后防线上的中卫组合是德甲的阿坎

吉、埃尔维迪，两人在多特蒙德和门兴都

坐稳主力；后腰是阿森纳铁闸扎卡，欧预

赛上只丢掉6球，防守的强度可见一斑。

瑞士队此前共参加过4届欧洲杯，其

中最好成绩是在2016年， 瑞士队与法国

队、 阿尔巴尼亚队以及罗马尼亚队同组，

最终3战取得1胜2平以小组第二挺进淘汰

赛，不过首轮便不敌莱万领衔的波兰队止

步于16强。

瑞士队最新一期26人大名单中，有19

名球员效力于五大联赛，其中11名球员在

德甲踢球。 锋线上由29岁前锋塞费洛维奇

领衔，恩博洛、穆罕默迪以及瓦尔加斯都

具备不俗的得分能力。 中场由队长扎卡以

及沙奇里领衔，此外还拥有扎卡里亚和索

乌这两名法兰克福主力中场球员。 后防线

则由多特蒙德主力后卫阿坎吉以及门兴

格拉德巴赫后卫埃尔维迪坐镇。 门将方面

依旧是索默担任球队一门。 球队总身价约

为2.8亿欧元，平均年龄在27岁，不过只有3

名球员超过30岁。

57岁的佩特科维奇2014年世界杯后

成为瑞士队主教练，并带队打入2016年法

国欧洲杯并闯入十六强。 目前带队参加了

73场比赛40胜13平20负，胜率约为54.79％。

晋级之路

威尔士： 本届欧洲杯预选赛阶段，威

尔士队与克罗地亚队 、斯洛伐克队 、匈牙

利队以及阿塞拜疆队同组，最终

8

战取得

4

胜

2

平

2

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打入正

赛。 预选赛中，当家球星贝尔贡献

2

粒进

球，此外前锋摩尔以及中场拉姆塞也各自

拥有

2

球进账。

瑞士： 在本届欧洲杯预选赛阶段，瑞

士队与丹麦队 、爱尔兰队 、格鲁吉亚队以

及直布罗陀队同组， 最终

8

战取得

5

胜

2

平

1

负以小组第一轻松出线。 预选赛中，

24

岁前锋克莱迪克表现出色，期间贡献

3

粒进球。 队长扎卡以及前锋恩博洛也都有

2

球进账。

对阵卡

俄罗斯队坐镇主场

不怵“欧洲红魔”

俄罗斯队坐镇主场

不怵“欧洲红魔”

贝尔本赛季在热刺表现不俗。

Osports

供图

比利 时 球

星德布劳内或

许 还 得 养 养

伤。

VCG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