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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让球推荐:0

乌拉圭 半一 韩国

巴西 一球 塞尔维亚

竞彩不让球推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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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和伊朗两队首战糟糕的表
现，多少降低了外界对亚洲代表的期
待。在六支亚洲球队中，无疑日本队
实力最强，但他们也面临着最艰巨的
小组赛，面对德国、西班牙这两位前世
界杯冠军，日本队想要跻身淘汰赛的
机会并不大。

四年前在俄罗斯罗斯托夫，日本
队在2比0领先的大好局面下，被比利
时连扳三球，遗憾地无缘八强。比利
时队的制胜球发生在伤停补时最后时
刻，日本队自知体力不支，拖到加时赛
也无胜算，于是在最后一次角球攻势
中依然选择进攻而非拖延时间，但球
被库尔图瓦摘下后迅速交给德布劳
内，比利时利用一次总计仅耗时14秒
的进攻瓦解了日本队的防守，从而实
现大逆转。这场比赛后，日本 NHK
拍摄了一部名为《罗斯托夫的 14 秒》
的纪录片，全面回顾了最后时刻的方
方面面。

看完这部面面俱到的纪录片，其

实不难发现，在这个电光石火的失球
里，其实日本队员能做的非常有限，
除了吉田麻也没有在库尔图瓦摘球
的第一瞬间就犯规，可以算是没有

“做好”的选择，其他方面，日本队员
都做到了极致，但让无法阻挡这个进
球。某种程度而言，这是实力方面的
差距，欧洲顶级强队的快速攻防转
换，令日本队员（尤其是体能下降时）
难以防范。而比利时的扳平球更说
明了问题，费莱尼的头球完全利用了
身体优势，这又是日本队的另一个短
板。

目前这支日本队云集了多位旅欧
球员，其中在德国踢球的就多达八人，
但也必须看到，日本队在边后卫和出
球后腰位置上存在软肋。在中山雄太
因伤退出后，日本队缺少合适的左后
卫，长友佑都已经无法胜任高节奏的
对抗，这个位置很可能由在斯图加特
担任中卫的伊藤洋辉担任，但他的左
后卫经历非常少。而出球后腰多半由

主教练森保一最信任的柴崎岳首发，
但柴崎近四年状态下滑的趋势非常明
显。

上届世界杯小组赛出局，是德国
队最大的耻辱之一，而其中输给韩国
队是钉在棺材上的最后一枚钉子。如
今这支德国队阵中有 11 人参加了俄
罗斯世界杯，这段记忆将令他们更重
视来自亚洲的对手。而日本队有多位
旅德球员是利也是弊，德国队更为熟
悉他们的技术特点，如镰田大地、远藤
航、吉田麻也等人都将成为重点研究
对象。值得一提的是，一旦欧洲对手
将亚洲球队研究透彻，代价是恐怖的，
如库尔图瓦曾在《罗斯托夫的 14 秒》
中就透露，在出战日本队前就研究了
对手的角球战术，为最后关头摘球成
功提供了帮助。

机构为本场比赛开出的亚洲指数
介于德国队-1.25 球和-1.5 球之间，
后市统一为-1.25球，综上所述，本场
比赛看好德国队至少赢2球。

日本队能否为亚洲足球赢面子？难！

世界杯32强，巴西队的确是整体
实力最强的球队，夺冠数据榜上也最
被看好夺冠，同时也是豪门球队中仅
有不受伤病影响的球队。上届世界杯
巴西队首战被瑞士1比1逼平，爆出一
个不大不小冷门，本届杯赛小组赛首
战塞尔维亚，斯托伊科维奇的球队纸
面实力不弱，五星巴西能否取得开门
红？

巴西队阵容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悬
念，除了绝对边缘球员安东尼有点小
伤外，其他球员都可以待命，阿里松应
该是主力门将，桑德罗和达尼洛打边
后卫，老将“弟媳”和马基尼奥斯组成
中卫组合，双后腰卡塞米罗肯定占据
一席之地，弗雷德和吉马良斯竞争另
外一个主力，内马尔居中打前腰，三叉

戟理查利森居中，拉菲尼亚和维尼修
斯打两翼。

蒂特主教练带了9大前锋出战世
界杯，他让内马尔负责组织，再加上锋
线三叉戟，巴西队会安排四名超级攻
击手，巴西队仿佛回到了2006年世界
杯前场梦幻四重奏的感觉。蒂特连续
第二届带队打世界杯，我认为他对于
球队的调教和把控已经非常强了，相
信本届世界杯桑巴军团会展现出强大
的攻击力。

前富力主帅能够带队进军世界
杯非常不易，当然现在塞尔维亚的
实力也非常强大，不过在富勒姆效
力的锋线米神现在受到伤病影响
下，本场比赛未必可以首发，预计弗
拉霍维奇和约维奇会搭档锋线，塔

迪奇居中调度，米林科维奇和古德
利搭档后腰，日夫科维奇和科斯蒂
奇担当边翼卫。

这是小斯第一次带队打世界杯，
他的执教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
进攻为主，现在手握状态非常不错的
攻击手，我想斯托伊科维奇更想要和
世界杯最好的球队来一较高下。通常
球队面对巴西队会防守反击，但对于
塞尔维亚来说，我认为很可能会采用
对攻的战术。

数据来看，巴西让一还是比较合
适，实力上巴西队应该还有明显优势，
再加上我对于塞尔维亚战术的预判，
我认为本场比赛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
进球大战，看好巴西队赢球，参考比分
3比2、3比1。

巴西队兵强马壮首战赢球

从本届世界杯开启后的比赛来
看，亚洲球队的表现无疑是最令人失
望的。无论是东道主卡塔尔，还是亚
洲传统强队伊朗，在比赛中多少都显
得有些不堪一击。沙特队昨晚战胜阿
根廷捍卫了亚洲足球的荣誉，日韩能
否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相比于日
本首仗对阵德国的难度而言，韩国对
阵乌拉圭拿分的几率显然是会更高一
些。

这支乌拉圭尽管整体实力和名气
均要高出太极虎不少，但从球队本次
出征的名单来看，显然他们正处于一
个新老交替的阶段，通常在这个阶段

球队的状态多少是会有些飘忽不定
的，尤其这一次他们还缺少了功勋老
帅塔瓦雷斯，这名老帅在俄罗斯世界
杯上拄着拐杖在场边指挥的一幕，至
今还令人记忆犹新，天蓝军团少了他
等于少了一个最大的精神支柱。

此外，从本次乌拉圭的分组情况
来看，似乎一眼上去感觉签运还不
错，但在笔者看来，同组的三个对手
葡萄牙、韩国和加纳其实无一例外
的，都在近几届杯赛上遭遇过被乌拉
圭的淘汰，彼此间的恩怨早就已经埋
下，显然这一次乌拉圭的小组之旅绝
不会轻松。

机构方面本场比赛是给到了一
个乌拉圭让半一高水的初始亚洲数
据，早盘阶段盘面数据变化不大，在
亚洲队伍纷纷开启被屠杀的模式
后，再加上韩国头牌孙兴慜带伤上
阵，其状态多少还是有些未知的情
况下，就眼下这个半一盘而言，几乎
是很难令购彩者对于韩国这边抱有
怎样的信心。因此后市的数据变化
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而在笔者看
来，一旦后市乌拉圭这边的水位始
终居高不下，且坚守半一不退盘的
话，本场比赛太极虎是有望在他们
身上成功抢分的。

“太极虎”有望成功抢分

德国VS日本
德国自 2018 年败走俄罗斯世

界杯后，球队经历了大换血一般的
阵容革新，从世预赛、欧国联等赛
事的表现来看，这支德国队的表现
起伏不定，近些年的国家队成绩亦
是有点差强人意。日本队虽然在
亚洲排名位列伊朗队之后，但从球
队进入 2022 年后广邀豪强热身，位
列世界杯 E 小组之中，该组还有西
班牙这样的欧洲传统劲旅，以及哥
斯达黎加也非送分童子，对于日本
队来说这样的死亡小组肯定是需
要立足不能输的局面。本场比赛
欧 洲 平 均 赔 率 给 出 1.445、4.632、
7.041 的数据，三组数据之间拉开的
分散区间明显，主胜指数在后市的
调整中有小幅度拉高，对位的客胜
指数在后市的调整中有小幅度的
拉高，居中的平赔指数对初盘的保
守分布有小幅度的上下震荡。盘
口方面给出主让一球/球半的高水
上盘搭配，德国队深让高水之下恐
难出。

比利时VS加拿大
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在 2018 年俄

罗斯世界杯位列四强之后，这一茬比
利时“黄金一代”可能也只能感叹岁
月不饶人，奈何花落去的感叹，从近
期的比利时国家队成绩上亦是竞争
力大不如从前。在中北美洲异军突
起的加拿大队晋级到世界杯，球队在
世界杯北美洲预选赛中力压墨西哥
和美国，整体表现已经绝非泛泛之
辈。本场比赛欧洲平均赔率给出
1.501、4.453、6.839 的数据，三组数据
之间分布在后市的调整中逐渐压缩
分布区间，主胜指数在后市的调整中
有明显的拉高，对位的客胜指数在后
市的调整中有明显的下滑调整，居中
的平赔指数在后市的调整中出现小
幅度的下滑。盘口方面给出主让一
球的中低水上盘，上盘浅让低水信心
不足恐难出。

德国队难言稳胜
比利时队难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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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一球/球半 日本

竞彩让球推荐:0

比利时 一球 加拿大

竞彩让球推荐:0

竞彩让球推荐:3、1

西班牙 两球 哥斯达黎加

西班牙参加本届世界杯有大部分
球员来自西甲，其中皇马与巴萨居多，
他们在进攻端的表现有不小提升，过
去 15 场赛事保持有进球，场均高达
1.88个进球。但需要注意的是，西班
牙在大赛中有“平局王”的称号，上届
欧洲杯6场比赛出现5场平局，而且本
场世界杯球队再次刮起了青春风暴，
很多球员都没有在世界杯参加比赛的
经验，拉莫斯再度缺席。

西班牙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七，

距离西班牙王朝过去已经有十年时间
了，他们在2010前后的四五年中是所
向披靡，但是王朝巅峰之后必是低谷，
自从哈-白-布的中场淡出大赛舞台
以后，西班牙再也没能染指过世界冠
军，哪怕决赛都没进过。目前的西班
牙仍旧有些青黄不接，虽然布斯克茨
仍旧入选了西班牙国家队，但是他的
年纪与身体技能早已不支持他踢完整
场比赛，本届世界杯要么青年才俊爆
发成为西班牙支柱，否则西班牙还是

很有可能阴沟里翻船。
哥斯达黎加被认为是小组最弱球

队，然而这支球队也并非软柿子，哥斯
达黎加的名将是来自于巴黎圣日耳曼
的纳瓦斯，阿吉莱拉也是一位效力于
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球队在进攻端
的表现有所提升，过去13场赛事只有
1场被零封。

哥斯达黎加目前世界排名第三十
一，他们的最高排名曾经到过世界第
十三。今年将是他们的第六次世界杯

之旅，同时他们也是连续三届世界杯
未曾缺席，这本身就是一个傲人的成
绩。今年他们分在了死亡之组，似乎
是注定要他们小组出局，而他们的阵
容也均已老化，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
让他们很难在连续三场比赛中有上佳
的发挥。

两队在正式赛中没有交锋记录，
在过去的两次友谊赛中西班牙拿下连
胜佳绩，多少为本场增添心理优势，本
小组相对来说哥斯达黎加最弱，西班
牙不会错过大好的机会，数据方面以
1.5的支持态度起步，随后已经调整至
2，信心增强明显，西班牙无疑更值得
期待。

数据对西班牙队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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