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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撞地球”反而场面平淡
12月10日 3:00
世界杯 荷兰 VS 阿根廷
推荐:1

荷兰与阿根廷均是以小组第一身
份晋级淘汰赛，1/8决赛中，荷兰3比1
轻松战胜美国，阿根廷则有些惊险地
以2比1战胜澳大利亚过关。荷兰本
届世界杯还未输过球，阿根廷小组赛
则曾输给沙特。

目前的国际足联世界排名上，阿
根廷排在第三位，荷兰则排名第八位，
两队排名差距仅次于法国与英格兰。

荷兰本届世界杯进8球，失2球。
阿根廷进7球，失3球。两队进球最多
的球员，荷兰小将加克波打进3球，阿
根廷队梅西打进3球。

荷兰近10场比赛8胜2平保持不
败，并且10场比赛都取得了进球。

阿根廷近10场比赛8胜1平1负，
球队有七场比赛保持了零封。

两队最近一次在世界杯交手是在
2014年巴西世界杯半决赛，当时双方
常规时间打成0比0，最终阿根廷点球
大战战胜荷兰晋级决赛。

目前指数给到主队受让平手/半
球，主胜3.60，平局3.10，客胜2.20，阿
根廷被看好。

如今拥有梅西的阿根廷夺冠呼声
越发高涨，但球队过分热门也有隐忧，
球队中如劳塔罗·马丁内斯这样的明

星球员发挥始终不尽如人意。荷兰则
是队中缺乏巨星级别的球员，关键时
刻面临“谁站出来”的问题。另外，进
入 1/4 决赛，各队在战术上也会愈发
保守，本场比赛看好双方与八年前一
样常规时间以平局收场。
12月10日 23:00
世界杯 摩洛哥 VS 葡萄牙
推荐:0

北非劲旅摩洛哥成为本届世界杯
的最大黑马，如果能够进入半决赛就
将成为首支达成这一成就的非洲球
队。葡萄牙1/8决赛让C罗替补反而
收到成效，球队6比1大胜瑞士，小将
贡萨洛·拉莫斯完成本届赛事首个帽
子戏法。

目前葡萄牙的世界排名为第九
位，摩洛哥则是第22位，是四场1/4决
赛中世界排名差距最大的。

葡萄牙本届赛事进12球，在八支
球队中并列进球最多。摩洛哥本届赛
事仅丢一球，并且还是乌龙球，防守排
名第一。

摩洛哥近 10 场比赛 7 胜 3 平，10
场比赛中球队仅丢2球。

葡萄牙近 10 场比赛 7 胜 3 负，球
队小组赛末轮输给韩国也导致了淘汰
赛的变阵。

两队在上届世界杯曾分在同一小
组，当时葡萄牙一球小胜，进球的是C

罗。
目前指数给到主队受让半球/一

球，主胜5.50，平局3.50，客胜1.70，较
明显看好葡萄牙。

从目前指数看，1/8 决赛取得大
胜的葡萄牙占优，但本场比赛老帅桑
托斯能否坚持之前的用人却是个问
号，毕竟单纯将大胜归结于C罗不首
发也太过简单，并且摩洛哥的风格与
瑞士完全不同，这可能是比赛的重要
变数。摩洛哥闯入八强已经创造队史
纪录，但与西班牙的比赛也暴露出球
队主力与替补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板
凳深度不如葡萄牙的摩洛哥是先发制
人还是留后手将是比赛的关注点。本
场比赛较看好葡萄牙，但大比分恐难
再现。
12月11日 3:00
世界杯 英格兰 VS 法国
推荐:1

“英法大战”无疑是四场1/4决赛
中最受瞩目的，两队都有大牌球星坐
镇，此前比赛的表现也符合对夺冠热
门的期望。英格兰近两届大赛都有不
俗表现，法国的表现则是打破了上届
冠军的魔咒，本场甚至可以说是提前
到来的决赛。

四场比赛中，本场比赛两队的世
界排名最为接近，法国排名世界第四，
英格兰紧随其后排在第五位。

法国本届赛事进9球，失2球，球
星姆巴佩一人打进5球，领跑射手榜，
按照目前的效率，登顶世界被历史射
手榜也只是时间问题。英格兰进 12
球，与葡萄牙并列本届世界杯进球最
多，球队在首场被伊朗攻破球门后，三
场比赛都保持了零封。

英格兰近10场比赛3胜4平3负，
球队上一次输球是在9月份的欧国联
负于意大利。

法国近10场比赛4胜2平4负，球
队上一次没有进球是今年6月欧国联
0比1输给克罗地亚。

两队近6次交手法国4胜1平1负
占优，最近一次是在2017年的友谊赛
上，法国3比2取胜。

目前指数给到主队受让平手/半
球，主胜3.00，平局3.25，客胜2.40，看
好上届冠军。

法国在世界杯开赛前经历了多次
减员，但实力丝毫没有削弱的迹象，最
需要担心的便是姆巴佩如果被限制，
如何打进攻。相对应的，对英格兰来
说，限制住姆巴佩将成为首先要解决
的问题。同时淘汰赛阶段各支球队都
会相比小组赛时保守，本场与其说是
看谁的进攻更加锐利，不如说看谁的
防守更加稳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
并非一定有激烈场面，反而看好常规
时间出现平淡的结果。

篮彩·NBA常规赛
龙龙推荐

黄蜂VS尼克斯
比赛时间：12月10日 8:00
让球推荐：尼克斯+4.0

黄蜂 7胜 18负排名东部第 13位，
主场4胜8负，上一场客场比赛116比
122输给篮网，乌布雷 28分 8个篮板，
罗齐尔29分5次助攻。

黄蜂三连败，布里奇斯和鲍尔无
法出战影响了球队的实力，乌布雷和

罗齐尔都擅长乱战，但遇到战术严明
的对手就很难赢球。

尼克斯 12胜 13负排名东部第九
位，客场 6 胜 6 负，上一场主场比赛
113比89战胜老鹰，兰德尔34分17个
篮板格兰姆斯23分。

尼克斯客场两连胜，分别战胜活塞
和雷霆，尼克斯遇到实力和自己差不多
的对手赢面较大，因此尼克斯也会把握
机会战胜黄蜂提升自己的排名。

本场比赛预计黄蜂受让 4 分左
右，黄蜂这边主要靠乌布雷和罗齐尔
得分，黄蜂一旦失去比赛节奏他们得
分就会很困难。尼克斯各个位置实力

均衡兰德尔也很出色，尼克斯对阵弱
队总能战胜对手取得胜利。本场比赛
看好尼克斯战胜黄蜂赢球赢盘。

篮网VS老鹰
比赛时间：12月10日 08:30
让球推荐：篮网+5.0

篮网14胜12负排名东部第四位，
主场9胜5负，篮网上一场主场比赛122
比116战胜黄蜂，杜兰特得到29分9个
篮板8次助攻，欧文得到33分9次助攻。

篮网最近5胜1负，球队排名也大
幅提升，欧文在禁赛回归后状态十分
出色，杜兰特则一如既往的稳定，西蒙

斯最近缺战，但塞斯·库里发挥出色，
篮网现在火力强劲成绩也大幅提升。

老鹰13胜12负排名东部第六位，
客场 5 胜 7 负，上一场客场比赛 89 比
113输给尼克斯，特雷杨得到18分6次
助攻，卡佩拉得到13分11个篮板。

穆雷上一场比赛只打了 4分钟就
因伤下场，本场比赛是否复出不得而
知，亨特和科林斯则缺战多场，顶替他
们首发的是新秀格里芬和约翰逊，这
两个新人经验不足对球队贡献也不
大。

本场比赛预计篮网让5分左右，篮
网现在除去西蒙斯外都可以出战，杜兰
特和欧文的表现也非常出色。老鹰这
边缺兵少将特雷杨还和主帅有矛盾，因
此本场比赛老鹰很难尽全力。本场比
赛看好篮网战胜对手赢球赢盘。

黄蜂难止连败颓势

巴西单0做胆
荷兰可补主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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