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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推荐

!鸡肋之争"英格兰占优
推荐场次# 比利时 !" 英格兰

比赛时间# # 月 $% 日 && 时

比利时队在半决赛中以 $ 比 # 负

于法国队# 未能延续此前连续三届世

界杯淘汰巴西的球队必进决赛的规

律 $ 比利时空有 !'(的控球率却始

终无法敲开法国队球门# 阿扎尔和德

布劳内这对双子星在关键时刻也未能

挺身而出拯救球队$

英格兰队半决赛被克罗地亚在加

时赛中绝杀出局$ 从球员天赋来说#

这届英格兰队整体依然平庸# 面对年

龄和体能都处于明显劣势的克罗地

亚# 年轻的 %三狮军团& 在领先了大

半场后仍未能守住优势# 中场控制力

完全处于下风$ 加之克罗地亚人从来

就不缺少精神层面的力量# 英格兰苦

战后的出局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而这场季军争夺战因为含金量的

关系# 胜负本身对于两队而言或许并

不是比赛唯一的追求# 反而更像是一

场英超明星队的内部表演赛$ 从过往

来看# 季军争夺战的参赛队一向有大

幅轮换的传统# 更多替补球员能在这

场 %鸡肋& 比赛里获得体验世界杯的

机会$ 比利时队主力阵容虽强# 但替

补水平与之差距较大# 反而是英格兰

队主力 ' 替补之间实力差距并不明

显# 且全部效力英超# 彼此之间再熟

悉不过$

亚洲机构为本场比赛开出比利时

让平)半中低水的初盘 # 受注后盘面

变动不大# 从本届大赛的总体表现和

实力定位来看# 比利时显然要强于英

格兰# 但考虑到若作轮换# 英格兰队

状态起伏的变数相对较小$ 季军争夺

战原本就是一场相对轻松的表演赛#

或许不 %善变& 的英格兰队会发挥更

稳定$

本场比赛看好英格兰队在 %$ 分

钟内不败 # 建议投注竞彩让球玩法

$$ 庄骏骅 #足彩分析师$

这是给英国的一个温暖拥抱
英格兰队无缘决赛$但向来苛刻的英国媒体却异口同声送出赞美世界杯上或许没有谁比英格兰队

更受关注#也没有谁比他们承受着更多

来自媒体与球迷的压力$然而当英格兰

队在半决赛中以 # 比 * 负于克罗地亚#

%世界杯回家& 的梦想在莫斯科卢日尼

基体育场划上句号时#一向苛刻的英国

媒体却不吝赞美#%英雄&%骄傲&%国家

的珍宝&%向你们致敬&占据各大媒体的

头条$ 他们认为#年轻的%三狮军团&虽

无缘决赛# 但当他们走下世界杯赛场#

已蜕变为一批更出色'更自信的球员$

半决赛开始前!莱因克尔走下楼梯

与卢日尼基体育场合影% 这不难理解!

距离英格兰最近一次进入世界杯半决

赛! 已经过去整整 &' 年&&虽然最终

等待英格兰人的是痛苦!却是甜蜜的痛

苦!人们宁可受伤!也不愿麻木%

几个月前!社交媒体上有一场关于

国际足球对于英格兰队是否重要的辩

论% 有人说国际足球不再重要!另外一

派则坚持认为很重要% 事实是!英格兰

球迷并未对国际比赛感到厌倦!他们只

是厌倦了英格兰队无法在国际比赛中

赢球%我们如此习惯于英格兰队在大赛

中早早折戟沉沙!因此看到这届英格兰

队的表现才会如此振奋人心%英格兰队

并未进入决赛!这也许会让人受伤% 但

人们知道英格兰队的未来是光明的%这

批球员走下世界杯赛场! 将成为更出

色'更自信的球员% 他们的俱乐部将从

中受益!英超联赛亦如是%

也许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通往四

强的道路有些幸运!但重要的是!索斯

盖特的球员们将幸运转化成垫脚石%世

界杯开幕时!英格兰队并非最好的六支

队伍之一!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直

在进步!一直在改变!这才最为重要%这

个夜晚!英格兰人为卢日尼基带去了些

许光芒% 过去四周!英格兰球迷终于享

受到了足球的魅力%他们中的很多人曾

多年追随球队南征北战! 付出很多!得

到很少% 过去一个月告诉他们!付出是

值得的% 球迷们从未放弃英格兰队!只

是等待着他们再一次苏醒%

%%%&每日邮报'

没有泪水!没有痛苦!这支年轻的

英格兰队配得上所有人的掌声%属于英

格兰队的夏天终究划上了句号!英格兰

人会如何铭记这四周(如今国内政坛的

动荡令英国人处境堪忧!此刻足球犹如

温暖的拥抱!为英国人提供了喘息的机

会!让他们短暂逃离并不美好的现实%

体育是一种幻想!随之而来的是故

事% 体育及其故事情节就像墙上的照

片!装点现实生活% 然而!体育仍可提供

令人振奋的情感% 过去数年间!很多年

轻的英国人认为他们这一代的时光很

艰难!过去更美好!而自己看不到未来

曙光% 然而!这支年轻的英格兰队在世

界杯赛场书写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这群名不见经传的球员不像前辈才华

横溢!没有纯正的英格兰血统 !却比前

辈们更进一步% 他们通过团队合作与坚

持不懈! 取得了英格兰队 &' 年来的世

界杯最佳战绩 % 没人想到他们能进四

强!但看看阿里'马奎尔或者皮克福德!

不知英国的年轻人是否又重拾信心(

足球不是现实生活 % 这是一个不

同的世界! 充满了朦胧的情感与戏剧

性的音符% 体育总是扣人心弦 ! 承载

着超乎体育本身的意义 % 它可以为人

们的生活提供些许灵感 ! 甚至改变他

们的生活%

%%%&卫报'

英格兰队取得的成绩超乎大多数

人的预期! 其中有四个原因脱颖而出%

首先是愿意推倒旧秩序% 当英格兰足总

解雇阿勒代斯时!可以很容易任命一位

备受瞩目的接班人!相反 !足总却提拔

了索斯盖特% 索斯盖特也表现出对传统

的无视!他放弃了鲁尼和乔哈特这样的

老将!选择更适合自己战术体系 '更年

轻同时对胜利更渴望的球员%

年轻球员从哪里来( 这与成功背后

的第二个原因息息相关)英格兰青训的

全面改革%&($% 年!英足总开启了*英格

兰 )*++计划!该计划旨在统一英格兰

的足球哲学!以达到培养更多高质量英

格兰球员的最终目的% 根据足总官员马

特,克罗克的说法! 如今英格兰年轻球

员每周的训练量是以前的三倍%

在拥抱变化的同时!有一项计划却

坚决执行---不断练习%, 月份起!索斯

盖特就开始进行大量的点球训练!最终

帮助英格兰队打破点球魔咒% 此外!索

斯盖特在训练中加入大量的角球和任

意球练习!定位球也成了英格兰队本届

世界杯的主要破门方式% 最后一大因素

便是运气)小组赛阶段负于比利时队让

英格兰队进入较弱的半区!八分之一决

赛对手哥伦比亚'四分之一决赛对手瑞

典的实力并不强%

%%%&经济学人'

!我记得你说过"不要为往事恼怒#

近万名英格兰球迷来到不相信眼泪的莫斯科

英格兰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开

始后#组委会悄悄将卢日尼基球场内的

安保人员数量加倍#以防可能引发的意

外$%很难统计出确切数字#因为英格兰

球迷正从世界各地搭乘航班抵达#我们

估计# 总共会有 "$$$ 到 #$$$$ 名英格

兰球迷来到莫斯科$&本场半决赛前#俄

罗斯世界杯联合执法中心英国负责人

马克(罗伯茨就透露# 为迎接庞大的三

狮拥趸#当地警方已作出了周密安排$

但组委会的谨慎显然多虑了$除了

将一条装在塑料袋内的鱼扔进球场#这

两天涌入莫斯科的近万名英格兰球迷

没任何出格的举动$ 当尘埃落定#他们

只是站在原地接受败局#并高声呼喊着

球员的名字$ 直到赛后一个多小时#仍

有数百名三狮军团的拥趸在看台上大

声高唱着绿洲乐队的歌 )+,-*. /,,0

1230 4- 5-678+,,,%我记得你说过)不

要为往事恼怒)至少今天不要--&$

%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出色的大

赛$ 如果你能#就赶快来这里享受足球

吧$&在与哥伦比亚的八分之一决赛前#

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 !119"的英格兰

足球名宿加里(内维尔就向球迷呼吁$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俄罗斯贴

身追随英格兰队的球迷数量并不多#尤

其是小组赛期间# 每场 :$$$ 名左右的

英格兰球迷与三狮军团的号召力极不

相符$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

球队在俄罗斯一次次突破%上限&#许多

名宿和媒体开始呼吁更多英格兰球迷

来现场助威#而英格兰晋级四强的结果

也彻底点燃了球迷们内心的激情$

来自曼彻斯特的球迷安德鲁(马修

斯在 #%%$ 年就曾追随英格兰队观看了

意大利世界杯#半决赛失利的痛苦一直

缠绕着他$ %英格兰队又一次冲入半决

赛后#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去莫斯科亲眼

见证$&这位 &$ 岁的出租车司机还将自

己的两个孩子,,,#! 岁的詹姆斯和 #'

岁的安娜一起带来了莫斯科$

根据英国航空公司的统计#英格兰

队赢下四分之一决赛后#在公司网站上

查询英国国内飞往莫斯科航班的浏览

次数暴增 ;$$<$ 英航随即决定加开航

班#以满足球迷需求#而加开的五个航

班依然杯水车薪$

%我们三个人只是买球票就花了整

整 #"$$ 英镑.所以#只能从别的地方来

省钱了$&马修斯说#直飞航班的价格实

在太昂贵#他们一家最终选择前往西班

牙赫罗纳转机#虽然航程多出一千余公

里#但确实便宜了不少$

来自英格兰队非官方球迷组织

%=-6>2-? 4- @ABB42& 的一位负责人告

诉记者#像马修斯这样转机前往莫斯科

的英格兰球迷才是主流#%芬兰' 土耳

其'波兰--中转地点五花八门$ 从英

国来的直飞航班实在太少#而且机票昂

贵$我听说有个球迷花了 :$ 个小时'经

过两次转机才来到莫斯科$虽然结果是

英格兰队输了半决赛#但我们必须感谢

所有来到莫斯科的球迷们#他们让全世

界看到了英国人对足球的狂热$ &

%如果我们胜利了#千万不要在街

道上大肆庆祝#这可能给你带来麻烦$&

赛前#%=-6>2-? 4- @ABB42&就向在莫斯

科的英格兰球迷们发出了提示# 可惜#

胜利终究没能到来$ 赛后#成百上千的

英格兰球迷选择从卢日尼基球场步行

回市中心#以此挥发心中的郁闷$

*! 岁的亚历克斯(布拉德伯里是

一名西汉姆拥趸#与很多低头走在大街

上的英格兰球迷相比# 他已恢复了平

静$%必须从失败中看到些什么#而我看

到的是希望#这支年轻球队未来一定大

有可为$&布拉德伯里如今在美国工作#

球队进入半决赛后#他和住在伦敦的朋

友相约来到莫斯科#%我现在最后悔的

事就是没早点来俄罗斯#每次在电视上

看到英格兰队胜利就会埋怨自己$我们

没经历过 #%%$ 年意大利世界杯# 所以

当这次英格兰队进入四强后#我和朋友

说/0绝不能再错过这次机会. *&

无论是马修斯还是布拉德伯里#或

许都没有收获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正

如绿洲乐队所唱的那样#厌倦是因为已

经找不到实现梦想之处#而这支朝气十

足的英格兰队虽然兵败莫斯科#却留下

了希望与梦想的火种$%世界杯回家&注

定要再等四年#而英格兰队和他的追随

者们还有下一站,,,圣彼得堡#在季军

争夺战中#年轻的英格兰队依然有梦想

可以去追求$

(本报莫斯科 & 月 )* 日专电)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世界杯装备大战已经分出高下$

!两巨头之战"耐克手握优势$小品牌艰难为生难出!黑天鹅"

一如四年前# 在本届世界杯# 手握

#* 支国家队球衣赞助的阿迪达斯依然

掌握着最雄厚的球队资源# 但德国运动

装备巨头在其中国商城开设的 %五折专

区&#却处处透着现实与无奈,,,每当其

赞助的球队告别俄罗斯# 球衣就会进入

打折状态#就连%母队&德国亦概莫能外$

随着德国'阿根廷'西班牙诸强的先后告

别# 市场号召力平平的比利时居然成了

四强中唯一身穿%三道杠&的球队$或许#

更令德国人难以接受的是# 其余三强的

球衣赞助商均是宿敌耐克$

*$#' 年巴西世界杯#耐克的世界杯

赞助球队数量首度超越阿迪达斯$ 这一

次# 过去两年市场流失严重的美国巨头

调整策略#%仅&赞助 #$ 支球队#但赞助

合同平均价格却比阿迪达斯高了近四

成#就目前而言#耐克投资的对象也确实

表现得更优质$ 在如今这场世界杯装备

大战中#耐克无疑处于更有利位置#但造

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却不仅是%押对宝&$

两巨头战术迥异

仅以球队战绩衡量赞助商得失是草

率的# 幸存者未必能带来与战绩相符的

销量# 但热门队伍过早出局则肯定是一

记重击# 这正是阿迪达斯被外界普遍看

衰的原因$

四年前#%日耳曼战车& 一路挺进决

赛并最终捧杯# 那款透着复古风的世界

杯战袍售出 :$$ 多万件# 几乎占据了阿

迪达斯该年度球衣销量的三分之一#占

比远超 *$#$ 年的冠军西班牙及 #%%" 年

的冠军法国$ 倘若如今幸存的是每年赞

助费不低于 &$$$ 万欧元的德国队#而非

比利时# 市场对阿迪达斯的前景或许不

会那么悲观$只可惜现实残酷#德国队早

早告别$ 虽然耐克%押宝&的巴西亦倒在

四强之外#但旗下最昂贵的法国队!年赞

助费约 ':$$ 万欧元"仍是夺冠大热$

战绩并不意味着一切# 无论葡萄牙

淘汰与否 #9 罗始终是足球世界最具商

业价值的球员#但至少在世界杯落幕前#

聚光灯不在他身上$ %活着&才有底气#对

此#9 罗比谁都更清楚$ 得益于国际足联

!CDC5" 放宽了非官方赞助商的营销行

为#世界杯开幕后#葡萄牙巨星频繁在社

交媒体上%露脸&#配图以各种方式展示

的%钩子&用意不言自明$ 然而自葡萄牙

出局后 #9 罗的社交网站账号就一度中

断了更新#如其主人一样处于休假状态$

如果说阿迪达斯的优势在于其世界

杯官方赞助商的身份# 以及在足球领域

更深的积累# 那么耐克的优势自然就是

球员,,,根据瑞典足球研究机构 %足球

天文台&的数据#本届世界杯身价前 *$$

位的球星中有 #:' 位属于耐克旗下$ 这

也牵扯出了另一个很少为外人注意的商

业细节/相较耐克#阿迪达斯更依赖世界

杯期间的销量#股价就是最好的证明$

过去三届世界杯在开幕后四个月

内# 耐克的股价总体保持昂扬向上的态

势#阿迪达斯则起伏明显#尤其是在德国

夺冠的巴西世界杯落幕后# 其股价反而

严重下降$ 投资集团麦格理股票分析团

队指出# 差异源于两家巨头盈利点的不

同/世界杯期间#运动品牌装备销售以球

衣为主#这正是阿迪达斯的主战场1世界

杯落幕后不久则是各大联赛和新学年的

开端#以球星个体为卖点的球鞋'运动服

会占据市场上风#耐克则深耕于此$

凡事皆有例外# 耐克在世界杯期间

最热销的球衣居然是尼日利亚$ 仅胜一

场的非洲球队本身并不耀眼# 但球衣的

独特设计赢得了市场青睐/ 球衣灵感源

自雄鹰翅膀# 展现了非洲大陆的独特风

情#显得极为另类$球衣线上正式发售三

分钟后即告售罄#如今已从每件 !$ 英镑

炒到 *'$ 英镑$

小厂商夹缝求生

上一届世界杯# 舆论还大多把运动

装备市场的格局视作耐克' 阿迪达斯与

彪马的三足鼎立$ 然而不久前才与多位

E15 新秀签订合约的彪马# 似乎有淡出

足球赛场的意图# 在本届世界杯的存在

感大不如前# 赞助球队数量从四年前的

八支直接减半$

与阿迪达斯系出同门的彪马多年来

延续着%反德国&的紧身风格#虽然如今

掌握的资源数量有限# 又少了如四年前

巴洛特利那样的话题球星#但旗下瑞士'

乌拉圭'塞尔维亚均实力不俗#较其他边

缘品牌仍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只可惜#糟

糕的品控让习惯于剑走偏锋的彪马浪费

了向世界展示产品力的机会,,,两年前

的欧洲杯上# 瑞士队的彪马球衣曾在单

场比赛里五次被撕裂#而在俄罗斯#类似

的故事又一次发生在了乌拉圭人身上$

巨头们不断壮大# 蚕食着其余品牌

的生存空间#%中产阶级&彪马如是#更不

消说边缘化的小厂商# 在这场资本对决

的装备大战中#几乎没有可能诞生%黑天

鹅&$ 除彪马'耐克'阿迪达斯#还有五家

品牌参与了本届世界杯# 除首度试水世

界杯的跑鞋巨头 E7F 12>2-37 手握哥斯

达黎加' 巴拿马两大中北美洲弱队的球

衣赞助#其他旗下均仅有一支球队!部分

并未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甚至没有官方

译名"#而 GAHH7> 赞助的丹麦队是唯一

晋级淘汰赛的队伍$ 作为诞生于德国的

丹麦王室品牌#GAHH7> 的命运就是边缘

化品牌的典型写照/有着辉煌过去#曾拥

有皇马'热刺等五大联赛顶级球队资源#

如今虽在欧洲仍赞助着 !" 家俱乐部#却

无一不是次级甚至业余联赛球队# 其重

心已放在了亚洲地区及手球运动上$

低调的丹麦队并不足以为 GAHH7>

吸引太多关注#IJ>BK,8. 赞助的突尼斯 '

恩宝赞助的秘鲁亦话题寥寥 # 唯有自

*$$* 年起就和冰岛足协合作的意大利

品牌 =887! 赚得盆满钵满$ 冰岛人的%维

京战吼& 与他们首战逼平阿根廷的神勇

表现#一同成为俄罗斯世界杯的童话#当

北欧小国的故事为越来越多球迷熟知 #

其球衣销量自然一路飙升$其实#伴随着

冰岛足球近年来的强势崛起#=887! 在两

年前就已享受到了大赛红利,,,*$#!

年欧洲杯#除耐克'阿迪达斯'彪马外#仅

有该品牌赞助的冰岛队进入八强$ 从那

时起# 冰岛队就已代替意大利的帕尔马

俱乐部# 成为 =887! 旗下最优质的资产$

本届世界杯不仅是冰岛的历史首秀#也

是该品牌第一次走上这片大舞台$

然而#=887! 与冰岛足协的合约两年

后就将到期#届时或将引发哄抢#意大利

品牌需警惕#不要重蹈 /LMML 覆辙,,,

该品牌四年前因赞助黑马哥斯达黎加走

红 # 但如今球衣赞助已被财大气粗的

E7F 12>2-37 抢走#成为世界杯舞台上转

瞬即逝的流星$

!本报记者 谢笑添

索斯盖特在失利后率全队向球迷致谢! 这位少帅率 *三狮军团+ 打出了朝气! 给球迷带去了一丝光% 视觉中国

半决赛获胜后! 克罗地亚队员的孩子们在球场追逐足球! 也算是给耐克的童装球衣打了一个小广告%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