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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_Z̀[XZ]

abcdefgh

TUVWXYZR[\]^
_`!"#""$%aQ3%"6bc
def/ghbij&'""kb
jkl7ZZZ]̂ 7̂7̂ m̂no

ijkl
lmnop3q[rs
mntupvwRSa_
`(")*%#+$avwx%a
!yz7JZ\]_p7Z8Zq

mnopqkr
!"m{|&,#}aop3
q~\!"#$p%p%O
&^RSa_`!%"$%a'(
/)h*7Ĵ8Ẑp̂7JJr

opqkr
!"+,-./012Ta/Q
3)k$%a34$567*b8
9:;a</=Q?>??@A6
BCDb/E3FG3HIJK
!))((&,,'''?"(&&-,')####L

s t
YMTmn3N.(3q\/
Op#""P:/QRaSTU
VR:;bjk7J_8\\̂\_\H

ijkr TUWXU&YZ&'
([\RSa_`,"""
Pa*Y']^_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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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22：00 乌拉圭VS俄罗斯
22：00 沙特VS埃及

26日 02：00 伊朗VS葡萄牙
02：00 西班牙VS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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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北京时间 CCTV-5直播

2018年
6月25日

星期一
广告

责编/李秀芹
郑娅敏

美编/严勇杰
照排/马喜春

葡萄酒

A07

宁波晚报
官方微信

活动时间：6月14日至7月15日
活动规则：

1. 关注《宁波晚报》官方微信（下
图），发送关键词“世界杯”进入“世界
杯全城狂欢”页面参与竞猜活动。

2.我们将从猜对答案的参与者中
抽取200位幸运者，各奖2瓶卡特维拉
孔雀半甜葡萄酒。

3.抽奖每3天抽一次，每次抽3轮
共600名，获奖者会有短信通知，凭短
信通知和手机号码到卡特维拉各门店
免费提取葡萄酒。

4. 领取葡萄酒的具体门店地址，
请在宁波晚报微信回复关键词：领奖。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本次活动
最终解释权归卡特维拉所有。

今日竞猜场次：乌拉圭VS俄罗斯

世界杯
全城狂欢第一波
万瓶葡萄酒助阵
精彩一场不落

葡萄牙与伊朗队的小组赛生死战将于25日在萨兰斯克的莫
尔多维亚体育场上演。葡萄牙队能否杀入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16强，主要得看C罗的表现。晋级难度相对更大的“亚洲老大”
伊朗队则要为荣誉而战。

本届世界杯前两轮是属于C罗的时间，这位世界足球先生几
乎凭借一己之力率队33战平西班牙队，10拿下摩洛哥队。两
场比赛，C罗包揽葡萄牙队的4个进球，再次证明自己是球队的
绝对核心。对阵伊朗队，C罗能否延续前两场的惊艳表现，将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葡萄牙队的命运。

已经拿到4分的葡萄牙队只要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中打平，就
能晋级16强。不过，对于C罗和他的葡萄牙队来说，获得小组出
线只是基本目标，拿到小组第一才是理想结果。

两轮过后同积4分、暂列小组头名的西班牙队将在最后一场比赛
中对阵已经出局的摩洛哥队，“斗牛士”获胜是大概率事件。葡萄牙队
如果想要以小组头名出线，就必须尽量在对伊朗队的比赛中多进球。
而对C罗个人而言，已经4球在手他不可能不考虑“金靴奖”。在相对
较弱的队伍身上刷进球纪录，C罗不会放掉这样的机会。

从两队世界杯过往战绩和整体实力来看，葡萄牙队肯定更胜
一筹，赢面必然大一些。面对势头正劲的C罗，伊朗队想要获胜
难度不小。不过，3分在手的“波斯铁骑”如能把握机会，创造球
队世界杯历史最佳战绩——闯入16强，捍卫亚洲足球荣誉，也不
是没有可能。

本届世界杯前，伊朗队曾四次打进决赛圈，但从未小组出线，
历史上唯一一次赢球还是在20年前的法国世界杯。本届世界杯首
轮比赛中，凭借对方一记“乌龙球”大礼，“波斯铁骑”以10小胜摩
洛哥队，终结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连续16场未尝胜绩的尴尬纪录。

顽强的防守是伊朗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立足的“法宝”。在小
组赛第二轮比赛中，西班牙队对伊朗队狂轰滥炸，但17次射门却
只有1次得手。面对进攻犀利的葡萄牙队，如何遏制住C罗，也
许是伊朗队面临的最大问题。 据新华社

俄罗斯世界杯“死亡之组”是谁？现在明了了，F组！
F组第二轮战罢，墨西哥队两战全胜积6分，而德国队和瑞典队

都是3分，韩国队积0分。有趣的是，这个小组每个队都还保持着出
线希望，包括韩国队；每个队也都有被淘汰的可能性，包括墨西哥
队。这个小组存在以下多种复杂的积分排名可能性：

墨西哥胜瑞典，德国胜或打平韩国，那么，墨西哥和德国出
线；墨西哥胜瑞典，德国负韩国，那么墨西哥出线，德国、瑞典、韩
国三队同积3分，要比拼小分。

墨西哥平瑞典，德国胜韩国，墨西哥和德国出线；墨西哥平瑞
典，德国平韩国，墨西哥出线，德国和瑞典比拼小分；墨西哥平瑞
典，德国负韩国，墨西哥和瑞典出线。

墨西哥负瑞典，德国胜韩国，墨西哥、瑞典和德国三队同积6
分，还要比拼小分；墨西哥负瑞典，德国平韩国，墨西哥和瑞典出
线；墨西哥负瑞典，德国负韩国，墨西哥和瑞典出线。

从这个角度来看，F组第三轮依然是生死战。 据新华社

看C罗如何表演
伊朗为荣誉而战

“死亡之组”现身！
0分韩国还有出线可能

C罗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