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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 看这十大球星就够了
2018 世界杯 32 强已经出炉，足坛最
顶级的赛事又近了一步。世界杯的看点
不仅是球队，同时也有关键球星，他们有
的是为了圆梦，有的是为了为自己正名，
有的是为了打破纪录。
巴西队：内马尔
2014 年巴西世界杯，本应是内马尔
在家门口大展宏图，向大力神杯发起冲
击的最好时刻，然而对阵哥伦比亚时的
受伤离场则让这个梦想推后了四年，推
向了遥远的俄罗斯。
在 2018 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中，内
马尔带领桑巴军团一鼓作气，连战连捷，
提前四轮突出重围，成为除东道主俄罗
斯外的首支晋级决赛圈的球队。
在梅罗垄断金球奖的年代，若要真
正突破二人封锁，品尝金球奖的无上荣
耀，内马尔必须展现出自己拥有独当一
面的能力。出走法兰西，在巴黎创造属
于 自 己 的 辉 煌 ，只 是 追 赶 梅 罗 的 第 一
步。因为，无论俱乐部层面表现如何突
出，内马尔也只能比肩梅罗，而如果在国
家队层面实现真正的突破，带领球队勇
夺世界杯，完成梅罗至今都未能完成的
伟业，那将会是他超越梅罗的真正时刻。
阿根廷队：
梅西
本已经看似无缘俄罗斯世界杯的阿
根廷最终又因梅西而获得拯救，梅西在
最后一轮以一己之力将阿根廷从死亡边
缘拉回并送上通往俄罗斯的快车。
2014 年巴西世界杯是梅西离终极梦
想最近的一次，他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
的一幕至今令无数球迷心碎。
人人都爱拿梅西与 C 罗作比较，个
个方面，从球技，到人品，再到荣誉，两人
当真是不分伯仲，直到 2016 年欧洲杯。
当 C 罗带领葡萄牙步履蹒跚地闯入欧洲
杯决赛时，那一刻，多么像两年前在巴
西 ，梅 西 带 领 球 队 艰 难 闯 入 世 界 杯 决
赛。可是最后两人的结局截然不同，C 罗
因德劳内杯喜极而泣，梅西只能眼望大
力神杯黯然神伤。
“没有拿过世界大赛奖杯”，成为梅
西职业生涯最大的黑点。2018 年，梅西

将 31 岁，运气好的话，他还有两次参加世
界杯的机会，每一次值得全力以赴，让自
己的荣誉柜真正圆满。
葡萄牙队：
C罗
谈起梅西比必然会想起 C 罗，这是
绕不开的话题。两人在俱乐部层面的荣
誉无需多言，各自早已荣誉等身，而国家
队层面上，C 罗要比梅西幸运一些。2016
年法国欧洲杯决赛中，C 罗因伤不得不早
早下场，坐在场上痛哭的他，将眼泪流入
了无数人的心底。12 年间，C 罗生生为
葡萄牙扛出了史上第一个世界大赛冠
军。
葡萄牙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是季
军，那时葡萄牙的当家巨星是“黑豹”尤
西比奥。C 罗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仍需要
追赶前辈，2018 年，他将 33 岁，这或许是
他超越前人的最后机会了。
法国队：
博格巴
2016 欧洲杯，年轻的法国队没能在
家门口复制前辈们的伟业，令无数人扼
腕叹息。不过幸好，两年之后就是俄罗
斯世界杯，又是法国攻击群展现青春风
暴的舞台。
当博格巴在 2016 年夏季顶着 1.05 亿
欧的身价从尤文图斯回归曼联时，无数
人心存质疑。但是当看到今年夏天转会
窗里的疯狂泡沫，再看他给曼联带来的
改变时，人们便知道了这笔买卖其实不
亏。
作为法国国家队首个身价破亿的球
员，博格巴一直渴望为国家队取得真正
的成绩。2016 年法国欧洲杯，在家门口
输给了更加顽强的葡萄牙，从那一刻起，
他身上的压力便已经倍增，2018 俄罗斯
世界杯，他必须要有所作为，带领法国青
年军去触碰足球殿堂最高的荣耀。
德国队：
穆勒
此前，世界杯进球纪录属于“外星
人”罗纳尔多，15 球；随后，德国“好好先
生”克洛泽与他分享，最后实现反超，16
球。如今，有一个人正在向纪录发起冲
击，他已经有 10 粒进球入账，他就是德国
前锋，托马斯·穆勒。

2010 年南非世界杯是穆勒首次参加
世界杯，初出茅庐的他在当届赛事中打
入 5 球并送出 3 次助攻，收获金靴。四年
后，巴西世界杯，他再度收获 5 球，世界杯
总进球数达到 10 球，成为现役球员中在
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
2018 俄罗斯世界杯将是他一步步向
纪录逼近的舞台，作为卫冕冠军，德国队
的实力毋庸置疑，有强大队友的支持，穆
勒突破前辈克洛泽的纪录并不是痴人说
梦。
西班牙队：
伊涅斯塔
西班牙至今唯一一次捧得大力神杯
是在 2010 年遥远的南非，为西班牙打入
绝杀球的是中场球员伊涅斯塔，那年他
26 岁，
一个中场球员的黄金年龄。
从 2008 到 2012，他帮助斗牛士军团
夺得两次欧洲杯以及一次世界杯，他与
哈维的中场组合成为西班牙队史上绝对
的“黄金组合”。尽管之后的西班牙呈现
衰落之势，但他仍是西班牙中场不可撼
动的主力。
2018 年，伊涅斯塔将 34 岁，俄罗斯世
界杯或许是这名“老将”最后一次站在世
界杯舞台之上，球迷们能多看一眼都是
幸福的。
英格兰队：
凯恩
英格兰到底强不强？这是困扰无数
球迷的一个未解之谜。本届世界杯预选
赛中，三狮军团一路兵不血刃，10 战不
败，
强势晋级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圈。
随着鲁尼宣告退出国家队，三狮军
团完成了又一代的更迭，凯恩当之无愧
地扛起了三狮军团的大旗。效力于热刺
的凯恩连续两个赛季蝉联英超金靴，要
知道，自从 1988/99 赛季欧文获得英超金
靴以来，便再也没有英格兰本土球员获
此殊荣了。
表现如此优异的前锋已经引起皇家
马德里的关注，如果能够在世界杯的舞
台上有所作为，势必将打破英超球员转
出转会费纪录。
比利时队：
阿扎尔
在不少人眼中，梅罗之后的第三人

并不是内马尔，
而是阿扎尔。
欧洲红魔比利时攻击线实力超群，
拥有强力中锋卢卡库、欧洲助攻王德布
劳内、比肩梅罗的阿扎尔等等，但其中最
强的爆点当属阿扎尔。他拥有精湛的脚
法以及凌厉的速度，再加上超快的步频，
足以凭借个人能力撕破对手防线。
俄罗斯世预赛中，比利时 10 战 9 胜 1
平，展现出超强攻击力的同时，也展现了
球队三条线的均衡性，屡屡在大赛中差
强人意的欧洲红魔确实需要抓住机会，
在俄罗斯展现自己真正实力了。
克罗地亚队：
莫德里奇
克罗地亚晋级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圈
并不是顺风顺水，格子军团所属小组爆
出来世预赛最大冷门，冰岛以小组第一
身份直接晋级，而克罗地亚则屈居第二
名。之后附加赛中，克罗地亚战胜希腊
晋级也在大多数人意料之内。
格子军团近年人才辈出，锋线、中
场、后防越来越多在欧洲五大联赛的豪
门中效力，其中最大牌的球星当属莫德
里奇与拉基蒂奇。
莫德里奇转会皇马 5 年之间帮助球
队夺得 3 座欧冠，成为球队中场一场倚重
的大腿。而在国家队层面，他并没有耀
眼的荣誉。2018 年他将 33 岁，俄罗斯世
界杯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创造荣誉的时
刻。
乌拉圭队：苏亚雷斯
乌拉圭从来不缺乏优秀的前锋，前
有弗朗西斯科利、雷科巴，后有迭戈·弗
兰，
今有卡瓦尼、苏亚雷斯。
作为乌拉圭的主力前锋，苏亚雷斯
代表乌拉圭参加了过去两届世界杯，苏
亚雷斯都成为世界杯上的话题人物，不
仅是因为他出色的表现，而且是他在场
上总能有令人惊讶的演出。2010 年世界
杯四分之一决赛乌拉圭对阵加纳，苏亚
雷斯在门线上的双手救险令人印象深
刻，2014 年世界杯，苏亚雷斯因咬人事件
被禁赛，本届世界杯苏亚雷斯又会有怎
样的表现呢？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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