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疫情影响而推迟一年的欧洲杯在球迷们的期盼中

于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点燃战火。4年一届的欧洲杯素

有“小世界杯”之称，是当今世界足坛最重要的赛事之一，

同时也是世界足球发展的风向标。经历赛期推迟、主办球

场调整、赛事规则和名单人数变化后，本届欧洲杯会以怎

样的姿态呈现在球迷面前呢？本届欧洲杯共有24支球队

参赛分为6个小组，每组前两名和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3

晋级16强淘汰赛。

看似波澜不惊 实则场场硬仗

本届欧洲杯的分组情况日前出炉，A组的4支队伍分

别是：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威尔士队、瑞士队。

意大利自从无缘俄罗斯世界杯之后，便开始秣兵厉

马。主帅曼奇尼上任后，打破意大利原有的阵容体系尝试

用新人来弥补阵中的不足。曼奇尼接手帅印后，意大利队

以15场正赛不败记录笑傲整个欧洲，让球迷看到了复兴

中的意大利队。

意大利队能够取得如此高效的成绩，主要原因还是目

前的阵容年龄较为平均，后起之辈发挥不错，像目前效力

于国米的巴拉雷、米兰的托利索等，他们都背负了复兴意

大利足球的任务。意大利是这个小组里纸面阵容最强的

球队，也是夺冠热门之一。

瑞士队在整个欧洲来说算得上是一支准一流的球队，

依旧由老帅佩特科维奇所带领，阵容中有多名五大联赛的

主力球员，虽然这支瑞士队纸面阵容看起来并不是特别豪

华，但是瑞士队向来以团队整体作战为主，而且在大赛上

往往有着出人意料的表现。

而同组的另两支球队土耳其和威尔士之间势均力敌。

如今的土耳其可以说是迎来了“黄金一代”，锋线上拥有伊

尔马兹、云代尔，中场有恰尔汗奥卢，后防线上他们拥有来

自利物浦的卡巴克、里尔的切利克、尤文的德米拉尔。这样

的土耳其，完全有争夺小组出线的机会。目前的威尔士队

似乎显得有些青嫩，主帅是由曼联名宿吉格斯执掌。阵中

为人熟知的队员有目前效力于热刺的贝尔、曼联的丹尼尔·

詹姆斯等。本届欧洲杯小组赛威尔士队被分在A组，对于

他们来说只有全力发挥才能看到小组出线的希望。

“红魔”一枝独秀 出线局势较明朗

B组的出线形势较为清晰，本组有比利时队、丹麦队、

俄罗斯队和芬兰队。

志在夺冠的欧洲“红魔”比利时在本组当中犹如无法攀

越的大山，他们的目标也绝非在小组赛头名上。比利时阵中

拥有当打之年的德布劳内、阿扎尔、卢卡库、默滕斯等球员，

可谓星光璀璨。比利时想在本届赛事中有所突破，需要更多

发挥他们在进攻端的优势，特别是卢卡库和德布劳内的威

力。虽然同组的丹麦队、芬兰队和俄罗斯队都属于球风彪悍

的球队，但毋庸置疑的是，比利时队小组出线没有悬念。

丹麦队在阵中同样有在五大联赛踢球的好手，其中有

埃里克森、克亚尔、克里斯滕森等名将。本届欧洲杯丹麦

是最有希望成为“黑马”的球队。芬兰队能够打进欧洲杯

正赛，打破了队史108年以来的记录。芬兰队想要从小组

突围难度极大，但毫无包袱的球队，势必会放手一搏，毕竟

能打进欧洲杯正赛已经是创造了历史。

俄罗斯队在B组中可谓前途未卜，前有实力强大的比利时

队，后有野心勃勃的丹麦队，除了芬兰队尚可一战，俄罗斯队想

要冲出重围将颇费周章。除了比利时队实力超群，B组另外一

个直接晋级的名额，毫无疑问会是丹麦与俄罗斯之争。

荷兰队独占鳌头 北马其顿成炮灰

欧洲杯C组中包括奥地利队、北马其顿队、荷兰队和

乌克兰队。纵观4支队伍，实力最强的当属是荷兰队，而

北马其顿队实力偏弱，基本出线无望，另一个出线名额要

从乌克兰队和奥地利队中二选一。

荷兰队在该小组的实力明显占据优势，与其他欧洲传

统豪门相比，荷兰队被公认为进入到一个相对轻松的小

组。根据赛程，荷兰队小组赛首战将与乌克兰交手，次战

对阵奥地利，最后一轮与北马其顿交锋。如果不出意外，

小组赛两战之后荷兰人便可提前出线。

乌克兰队无疑是荷兰队在小组赛中构成最大威胁的球

队，乌克兰队在预选赛中的表现就非常抢眼，最终力压葡萄

牙和塞尔维亚，以小组头名出线。对于荷兰队来说，乌克兰

队是绝对不容小觑的对手。由于荷兰对阵乌克兰的比赛是

小组首战，同时也是决定该小组出线形势的关键战役，因

此，小组赛取得一个好的开局，对荷兰队来说非常重要。

北马其顿队是首次进入欧洲杯正赛的球队，该队阵容

实力有限，头号球星是曾经效力过国米的老将潘德夫。如

果荷兰队在小组赛前两轮过后占据出线主动权，最后一轮

就能够以轻松的心态面对北马其顿队。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赛程安排，荷兰队所在的C组头

名出线的球队，他们在八分之一决赛有可能会碰上F组的

第3名；而C组第3名出线的球队，将在八分之一决赛碰上

F组第一名。众所周知，F组是本届欧洲杯的“死亡之组”，

德国、葡萄牙和法国都进入了该小组，也就是说，如果荷兰

队小组头名或者第3名出线，就很有可能会在八分之一决

赛碰上德国、葡萄牙或法国队。荷兰队是否会在小组赛调

整策略，选择避开这几支强队，这将会是值得关注的焦点。

英格兰队占尽优势英格兰队占尽优势 克罗地亚不复当年克罗地亚不复当年

D组中有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捷克队和苏格兰队。

而英格兰队作为本届欧洲杯的东道主之一，在小组赛阶段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3场比赛全部是主场作战，而且半决赛

和决赛也都是在伦敦的温布利球场举行，因此实力不俗的

英格兰队是本届欧洲杯的夺冠大热之一。

英格兰队作为老牌劲旅底蕴犹存，随着近几年潜力新

星的不断涌现，球队实力也是逐步上升。英格兰队的中场

位置创造力十足，贝林厄姆、芒特、莱斯、林加德等球员本

赛季发挥相当出色，状态上佳。锋线上，曼城小将福登以

及英格兰当家射手哈里凯恩都值得信任。总体来说，本届

欧洲杯对英格兰人来说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且阵容人

员配置合理，状态出色。

相比于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自2018年夺得世界杯亚

军之后，主力球员曼朱基奇和拉基蒂奇相继退出国家队，队

内并未有更多的实力新星涌现。目前，当家主力球员莫德

里奇已35岁高龄，球队的年龄偏大，球队整体在走下坡路

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主帅达利奇是一位神奇的主教练，克

罗地亚也有着“黑马”的血统，他们从不会让对手轻视。

捷克队近几年一直游走在欧洲中游球队的水准，不温不

火。该队进攻端球员实力平平，攻击火力并不令人满意。由

于球队整体实力滑落，也渐渐失去与顶尖球队叫板的底气。

在最新一期国际足联的世界排名中，捷克队仅仅为第40位，

小组出线难度颇大。苏格兰队时隔多年重返顶级大赛舞台，

球队的晋级之路也是较为坎坷，在预选赛最后的附加赛中点

球大战淘汰了实力不俗的塞尔维亚。在本小组中，苏格兰队

同样是东道主之一，坐拥两个主场优势。不过就实力而言，

苏格兰队在小组赛中属于一支“打酱油”的球队。

西班牙一家独大 波兰队有望出线

E组中的4支队伍分别是波兰队、斯洛伐克队、西班牙

队和瑞典队。

西班牙队是该小组中实力最强的，曾经的王者在经历过低

潮期后正在逐步走向复苏。西班牙队参加了11次欧洲杯，其中

3次夺冠，西班牙队在11次的首场比赛中取得7胜2平2负的骄

人战绩，开局胜率达到64%，显示了他们是能够迅速进入比赛状

态。只要正常发挥，西班牙队小组头名出线应顺理成章。

波兰队被誉为是目前欧洲最好的球队之一，只要球队

在进攻和防守之间找到正确的思路，波兰队将会在本届欧

洲杯上走得更远，球队的当家球星列多夫斯基赛前也放出

豪言，将带领国家队创造在欧洲杯最好的战绩。斯洛伐克

队在欧洲杯赛场属于新晋势力，由于球队缺乏出色的进攻

球员，致使进攻端是他们最弱的一环，这也迫使斯洛伐克

队或将在防守上多做文章。斯洛伐克队的整体防守有一

定水准，不过总体来看星光暗淡的斯洛伐克队属于“平民

级别”，要想从小组中突围难度颇大。

作为北欧代表的瑞典队虽在过往的欧洲杯上表现不佳，

但素有“维京人”之称的瑞典球员身体素质无人能及，而且在世

界各地瑞典队有较多球迷们的支持，依靠踢团队足球的瑞典

队会义无反顾地在本届欧洲杯上奋力一搏。在瑞典、波兰、斯

洛伐克3队对另一张出线席位的“死磕”中，波兰队胜面稍大。

超级“死亡之组”的巅峰对决

本届的欧洲杯的F组被称为超级“死亡之组”，F组中

汇集了3支当今世界最好球队——德国、法国、葡萄牙。

德国、法国分别是近两次世界杯的冠军，而葡萄牙则是欧

洲杯的卫冕冠军。可以想见，这将是一场场无比激烈的冠

军球队之间的竞争。F组另一支球队是匈牙利队，他们进

入这个小组可谓名副其实的“倒霉蛋”。

F组最被看好的是法国队，紧跟其后是德国队、葡萄牙

队，而匈牙利队则被看成“送分童子”。葡萄牙队、法国队

和德国队3支队伍实力相当，对彼此战术都很熟悉，很难

说谁输谁赢。法国队近年来打法成熟，整体实力是本届欧

洲杯最强的。上届欧洲杯决赛负于葡萄牙队屈居亚军，本

届小组赛相遇，法国队憋足了劲要报“一箭之仇”。

葡萄牙队同样拥有较强的实力，当家球星C罗有可能是其

最后一届参赛，势必率队全力卫冕。德国队在连续两届欧洲

杯上没有作为后，主帅勒夫大胆启用新人，改变战术打法，凭借

雄厚的底蕴，德国队同样是本届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

法国队和德国队迎来关键选手的回归无疑使他们实

力大增。西甲银靴本泽马的回归对于法国队来说可谓及

时雨，本赛季有23个联赛进球的本泽马将给“高卢雄鸡”

带来更多的进攻机会。而德国则迎来了大将穆勒的回归，

单赛季18记助攻的球员对于一个球队来说，可谓是多了

一员良将，这也更使“日耳曼战车”能够更好地撕裂对手的

防守。如此看来，最近两届世界杯冠军球队之间的较量一

定会诞生一场小组赛的重头戏。

面对“送分童子”匈牙利队，法国队、德国队和葡萄牙

队一定都会对这个“软柿子”痛下杀手。但从世界杯或欧

洲杯的历史来看，每一届大赛中豪门球队阴沟翻船的先例

比比皆是，有谁又能断言，匈牙利队不是本届欧洲杯中那

个最大的搅局者呢？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长春市南湖公园内全新打造的“智能健身房”日前对市民

免费开放，并迅速在市民健身圈中走红。这种融入满满的“黑

科技”室外健身系统着实让春城市民眼前一亮，而热爱健身的

人络绎不绝前往体验，也为长春市室外智能健身房以后的扩

建开了一个好头。

记者近日来到长春市南湖公园湖心岛室外健身房，也体

验一回“自带教练”的健身。据了解，室外智能健身房总面积

为920平方米，按功能分为体质测试区、体能训练区、智能竞

赛区、益智休闲区、热身准备区和拉伸放松区，可为各年龄段

人群服务。室外智能健身房采用太阳能供电，环保节能，市民

可以24小时免费使用。

“室外智能健身房采用的是‘测试—训练—测试—提高’

的训练模式。市民可通过现场扫码连接器材，实时记录运动

数据，让健身更科学。比如室外智能健身房器材的核心——

五方位体测亭，可进行有氧训练、力量训练和核心训练，能进

行13项身体能力测试。此外，还增加了比赛功能，现场有4组

智能竞赛车，健身的市民可以相互竞赛，显示屏可直接呈现运

动时长、频率、速度和卡路里消耗的结果，互动式健身体验更

加直观。”现场工作人员石振宇对记者说，“同时，智能健身器

材可提供多种锻炼，包括手摇车、骑车、仰卧起坐等，爱好健身

的市民可根据自身的运动‘处方’来完成相应运动量，实现运

动方案的量体裁衣。”记者看到，在智能健身器材顶部安装有

太阳能电池板，有续航功能，随时为记录数据的电子设备提供

电源。而健身器材上方的伞状结构，既能遮风挡雨，又能避免

阳光直射，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

69岁的赵大爷正在进行手摇车锻炼，他对记者说：“新建

的室外智能健身房真是太亲民了，我虽然对现代化智能机器

不太了解，但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很轻松就能上手操作，自

从室外智能健身房对外开放后，我每天都会准时到这‘打卡’

锻炼身体，为此还特地买了双新运动鞋，我要长期在此处健

身，在锻炼中预防常见的老年病。”

丰事华是一名上班族，平日工作繁忙。“我都是利用下班

后的业余时间在这里健身，每次都要骑车30分钟，然后再进

行其他锻炼，我认为长期坚持锻炼不仅有助于提高身体素质，

还能达到减肥的效果。”谈及与室内健身房的不同时，丰事华

对室外智能健身房赞不绝口，“之前我也在室内健身馆健身，

相比于室内健身馆，室外智能健身房的空气、环境都会让人心

情更舒畅一些。还有室外健身房里的器材是太阳能发电，节

能环保，这一点是室内健身馆不能比拟的。”交谈中得知，丰事

华最喜欢的是太空漫步机，它可以舒展腿部的韧带和肌肉，对

健康有极大的好处。

“室外智能健身房开放后，前来健身体验的市民、健身爱

好者逐日升多，我们每天都会有清洁人员对健身器材进行消

毒，希望市民在健身的同时，也要爱护器材，让更多人感受到

室外智能健身房的魅力。”南湖公园的管理人员说。

“黑科技”助力全民健身
本报记者 张宽 实习生 贺玉婷

11运动潮
Email:jlrbBS3BS@163.com 电话：（0431）88600592 2021年6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 王洪伟

本报讯（记者刘勃）日前，中国女足国家队组织集训，

备战东京奥运会。在最新一期国家队大名单中，来自长

春大众置业女足的乌日古木拉和刘靖入选。

25岁的乌日古木拉正值职业生涯黄金年龄，此前她

曾多次入选国家女足黄队（二队），担任主力前锋，这是她

首次入选国家队。23岁的刘靖曾是国青队主力，同样入

选过国家女足黄队，并在2018年入选女足国家队征战了

东亚杯赛。

身为前锋的乌日古木拉身体素质突出，冲击力强。

本赛季前3轮女超联赛，乌日攻入2球，是队内的第一射

手。担任中场的刘靖技术出色，脚法细腻。在第2轮联

赛对阵浙江女足的比赛中，刘靖攻入一粒“天外飞仙”的

禁区外吊射令人印象深刻。两人还携手帮助球队获得了

全国锦标赛冠军。

因为在全国锦标赛和联赛中表现突出，得到女足国

家队主教练贾秀全的认可，乌日古木拉和刘靖都时隔两

三年时间再次进入到女足国家队，这对她们来说是全新

的开始。

国家队再添长春女足“新兵”

2021 世界女排联赛在

意大利里米尼激战正酣。中

国女排在一波 4 连败失利

后，在与劲旅巴西队鏖战五

局以3比2获胜，这场逆境中

的胜利为这支以国家二队为

主要班底的队伍平添了士

气。

中国女排就是这样一支

球队，当人们觉得她们已经

身处谷底，当人们觉得她们

遭遇劲敌几无取胜的可能之

时，女排姑娘往往能够在背

水一战中给我们带来惊喜。

毫无疑问，巴西女排是一支

实力强劲的对手，更是东京

奥运会冠军的热门竞争者，

她们拥有经验丰富的老将，

拥有一流的技术，她们在本

次女排联赛前8场比赛中有着出色的战绩。而以年轻替

补队员为主的中国女排本着练兵的目的，在世界女排联

赛一路坎坷前行，追寻着自己的目标。

与巴西女排狭路相逢，4连败的中国女排并不为人

们所看好，但中国女排的年轻队员并不因4连败而气馁，

并不因对手的强势而退缩，拼发球、拼防守、拼拦网、拼进

攻……唯一的主力队员张常宁在队伍最困难的时候挺身

而出，发挥着带头作用。老将刘晓彤一次次鱼跃救球，努

力突破对手防线，用实际行动向年轻队友传递着永不言

败的钢铁意志。年轻队员如王媛媛、栗垚等人，她们虽然

技术上还有些稚嫩，经验也有待丰富，但她们拼尽全力去

帮助球队。

平心而论，中国女排在这次比赛中反映出不少问题，

尤其是在发球和一传环节表现不佳。一传是生命线，没

有好的一传保障，很难组织起高效、高质量的进攻。同

时，发球也是抓防反得分和带动拦防体系的关键，没有高

质量的发球，想拉开分差，进而战胜对手很难。中国女排

参加本次比赛这套阵容争议最大的是张常宁对角队员的

场上表现。在这个位置上，刘晓彤、刘晏含、段放和栗垚

在比赛中都有所尝试，4人场上的表现难以撑起张常宁

主攻对角这个位置，无论是进攻、一传和拦防实力，都与

当家主攻朱婷有相当大的差距。

赛事规则规定，3周比赛过后，参赛队伍有一次更换

球员的机会。中国女排迎来强援的回归，朱婷、丁霞、袁

心玥、颜妮等6名主力队员火线归队，中国女排实力迎来

大涨。世界女排联赛第4周，中国队的3场比赛对手分别

是荷兰、多米尼加和意大利；第5周3场比赛的对手分别

是俄罗斯、波兰和美国。其中美国女排和荷兰女排实力

较强，其他队伍包括意大利女排派遣的是二队出战，雪藏

了主力。从纸面实力对比看，中国女排赢面不小。

前3周比赛过后排名前4的是荷兰、巴西、土耳其和

美国队，中国女排与第4名美国队相差3个胜场9个积

分。中国女排需要拿到更多的胜利，才能获得晋级机

会。本届女排世界联赛中国队本着练兵的心态，前9场

比赛是以第2阵容的实力参赛，虽然战绩只取得了4胜5

负，但是这9场比赛也检验了每一名球员的实力与状态，

为接下来的东京奥运会大名单的确定打下了基础。可以

预见，随着主力阵容归队，郎平主教练对中国女排二线阵

容的练兵和选拔工作也告一段落。女排联赛只是奥运会

前的一场练兵，对于志在奥运的中国女排来说，“大考”之

前及时暴露出问题并加以解决，其练兵的价值才能够体

现。

颇
有
价
值
的
练
兵

张

宽

日前，国网永吉县供电公司开展职工体育活动。职工们

通过登山比赛与跳绳、拔河等趣味活动，锻炼了身体、提升了

团队合作能力，展示出积极向上的风采。

于佳冬 摄

风云激荡欧罗巴
——欧洲杯小组赛展望

本报记者 张宽

德国队在赛前训练

卫冕冠军葡萄牙队当家球星C罗

“三狮军团”英格兰队队长凯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