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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组
俄罗斯队 斯莫洛夫
在现役俄罗斯国家队

中，斯莫洛夫共有11粒入
球，仅次于12球的科科林位
于射手榜第二。

沙特队 沙赫拉维
本次沙特队公布的28

人名单，沙赫拉维是毫无疑
问的领军人物。本届世界杯
资格赛，他一人独进16球，
助队杀进决赛圈。

埃及队 萨拉赫
2017～18赛季，萨拉赫

在英超打进32球，打破英超
单赛季进球纪录，获得英超
金靴的同时包揽了PFA、
FWA、英超官方评选出来
的三项赛季最佳球员，并帮
助利物浦夺得欧冠亚军。

■ B组
摩洛哥队 布塔伊卜
目前效力于土耳其超级

联赛拉蒂亚体育，拥有1.9米的
身高，头球轰炸十分有威力。

伊朗队 阿兹蒙
效力于俄超喀山红宝

石的阿兹蒙被称作“伊朗梅
西”，是伊朗国家队历史上
进球效率最高的球员，出场
31次他就收获了23个进球。

■ C组
澳大利亚队 尤里奇
身高1.89米的尤里奇

身体强壮，擅长门前抢点，
做球能力较为突出，是典型
的英式前锋，不足是技术较
为粗糙，速度一般。

丹麦队 多尔贝格
现年20岁的多尔贝格

是本赛季欧洲足坛表现最
好的年轻前锋之一，被称为

“新伊布”的他也已经受到
了曼联、曼城、切尔西、埃弗
顿、尤文图斯和多特蒙德等
队的关注。

秘鲁队 格雷罗
迄今为止，格雷罗职业

生涯共代表俱乐部出场390
次打入150个进球。本次预
选赛他攻入4个进球。

■ D组
冰岛队 芬博加松

效力于德甲奥格斯堡
队的芬博加松是一位高产
射手，曾获得荷甲最佳射
手。本赛季的七场比赛中打
进了四球，其中还包括第三
轮的帽子戏法。

尼日利亚队 伊沃比
这位前尼日利亚著名

球星奥科查的外甥，目前效
力于英超豪门阿森纳队。伊
沃比带球稳，盘带好，在场
上可以胜任前场中路和边
路的任何位置。

■ E组
瑞士队 塞费罗维奇
现效力于葡萄牙本菲

卡队的塞费罗维奇是近几
年来瑞士队的当家前锋，
2009年年仅17岁的塞费罗
维奇在尼日利亚U17世少
赛中帮助瑞士队夺得了冠
军，这是该国各级国家队历
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

哥斯达黎加队 坎贝尔
出道于阿森纳，曾被认为

是前途无量的少年天才，速度
奇快，但脚下技术比较粗糙。

塞尔维亚队 米特罗维奇
身高1.9米的高中锋，

但却拥有不错的脚下技术，
被称为塞尔维亚的“维耶
里”。米特罗维奇在贝尔格
莱德游击出道，年仅19岁就
在联赛中单赛季打进15球。

■ F组
墨西哥队 埃尔南德斯
绰号“小豌豆”的埃尔南

德斯身高1.72米，但凭借场
上非常好的走位和嗅觉，让
他成为一名高效前锋。

瑞典队 贝里
曾被誉为下一个伊布，

是伊布退出国家队后瑞典
队的首席锋线杀手，尽管目
前已经在西亚踢球，但状态
保持得不错。为国家队出场
56场，攻入18球。

韩国队 孙兴慜
亚洲最佳球员，同时也

是现在亚洲球员在欧洲顶
级联赛踢球的代表人物。无
论是在效力于勒沃库森期
间，还是以创亚洲球员身价

纪录的3000万欧元加盟热
刺后，孙兴慜的表现都可圈
可点，最近两个赛季英超联
赛进球都在10个以上。

■ G组
巴拿马队 G·托雷斯
巴拿马队队史最佳前

锋，36岁的老将为国家队出
场117场，攻入43球。

突尼斯队 哈兹里
效力于法甲雷恩，在法

甲英超混迹多年。本赛季雷
恩能高居法甲第5，哈兹里
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本赛
季他联赛打入9球，助攻2
次。国家队34次出场攻入11
球。在姆萨克尼因伤缺席的
情况下，哈兹里将扛起突尼
斯进攻的大旗。

■ H组
塞内加尔队 马内
效力于利物浦队的马

内被称为“黑色闪电”，在场
上的速度奇快，经常能够凭
借速度撕破对方防守，自己
进 球 或 者 为 队 友 助 攻 。
2017～18赛季，马内代表利
物浦在各项赛事中出场43
次，并贡献了19个进球和9
次助攻。

日本队 冈崎慎司
辗转于欧洲多个联赛，

在德甲曾单赛季攻入12球，
排名射手榜第8。2016年随
莱斯特城队创下奇迹，成为
继朴智星、香川真司之后第
3位加冕英超桂冠的亚洲球
员。冈崎慎司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射手，但团队意识出
众，在进攻中很有威胁。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带你“玩赚”世界杯

世界杯是足球的盛会，同时也是博彩的盛会。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带动下，当年的竞
猜型彩票（包括传统胜负彩、竞彩）年销量比2010年世界杯年增加了近500亿。仅仅是巴西
世界杯这一个月的比赛期，中国竞彩销量屡创纪录，最终世界杯期间竞彩累计销量高达
129.21亿元，决赛当日销量达到竞彩历史单日销量最高——8.74亿元！

在中国所有彩票种类中，竞猜型彩票是惟一的智力型彩票，它不同于双色球、大乐透等
数字型彩票，竞猜型彩票是真正可以通过预测来实现盈利的。但前提是，你需要足够的足球
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博彩经验。

在你还在为世界杯比赛胜负太难猜，命中率低到令人发指而忧心忡忡时，成都商报已经
组建好了一支由精兵强将组成的业内顶级足彩专家团队——“胜券在俄”！世界杯期间，“胜
券在俄”将在成都商报手机客户端和官方微信设立专属界面，推出“竞彩名家个人专栏”“视
频玩转俄罗斯方块”“世界杯理财擂台赛”等多个板块，为您提供中国足球彩票的资讯和推荐
服务。和市面上动辄“世界杯包月8888元”的收费推荐栏目不同，“胜券在俄”所有的栏目均
是免费的，惟一的目的就是让你“玩赚”世界杯。

成都商报世界杯竞彩推介频道即将开启

江湖神灯专栏
专注亚盘研究19年，现为

《成都商报》体育版负责人。作为
国际足球专家，对世界各国足球

“命门”精熟，既拥有丰富文化理
论知识，也具备实战搏杀经验和
心水，坚持“50%靠知识+50%靠
经验”的博彩推介理念，不会被
风吹草动所迷惑，或偏执于任何
一种流派。长年深耕，业内信息
渠道丰富，更大大提升命中率。
对德甲西甲，欧洲各小国联赛、
美洲各国联赛以及J联赛尤其擅
长，曾多次命中任选九场和比分
玩法。

姜山掘金专栏
国内著名足彩专家，拥有近

20年博彩行业经验，曾是中国第
一足彩媒体《足球大赢家》首任
编辑部主任。以球路和数据结合
的独门分析见长，其研究方式在
国内无人能够复制。个人专栏

“姜山冷门”在国内拥有众多忠
实拥趸。曾长期为体彩中心的足
彩官方开奖电视节目任嘉宾主
持，也多次为体彩中心在全国各
地进行竞彩知识讲座。

陈涛“歪”经专栏
中国第一足彩媒体《足球

大赢家》创刊人之一、现任《足
球大赢家》“实战版”主编，业内
有“英超风向标”美誉。多年来
形成一套球路结合盘路的严密
分析方法。竞彩发行以来，以中
国体彩中心培训师身份赴全国
各地为彩民培训，深受追捧。更
著有《三步玩转竞彩足球》一
书，成为全国各竞彩店彩民研
究赛事必读刊物。

由知名美女主播“商妹儿豆豆”搭档拥有近
20年博彩行业经验的国内著名足彩专家姜山，
在世界杯每个比赛日，精心推出一档足彩推荐
视频直播节目，致力打造足彩界品牌内容IP。商
妹儿豆豆，成都商报直播创始团队出镜主播，

“商妹儿”本妹，主持风格可爱亲切，专业技能全
面，临场反应极佳，深受网友喜爱。将现场连线
俄罗斯前线的成都商报特派团队成员，了解第
一手现场资讯；用诙谐幽默，而又不失专业的语
言解读当日焦点比赛，直指赛事胜负核心；汇
总、分析“胜券在俄”专家团队当日推荐意见倾
向，为彩民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传授竞彩各种
玩法秘诀，让菜鸟也可迅速掌握竞彩“M串N”这
些专业彩民才了解的“高精尖武器”。爱竞彩，看
直播！“胜券在俄·视频玩转俄罗斯方块”带你一
路赢、赢、赢！

世界杯期间，特邀成都商报俄罗斯特派记
者欧鹏、《足球大赢家》“实战版”主编陈涛、业内
知名彩票媒体“小仙足球”、江湖老炮儿老李飞
刀、从草根走出的足彩专家AI看球等，参与“世
界杯理财擂台赛”。每人在当天世界杯比赛中选
择任意场次（至少需要一场）组成推荐方案，并
根据20000分的初始积分，进行模拟实战投注，
每条推荐最低投入1000分，最高投入2000分，每
日统计盈亏情况公布擂台积分榜。20000分初始
积分清零者，提前退出擂台赛。

“世界杯理财擂台赛”以实战理财模式推
出，具备极强的实战性，彩民可根据专家盈亏情
况“跟红反黑”，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陈涛 中国第一足彩媒体《足球大赢家》“实
战版”主编，有过四届世界杯和四届欧洲杯的博
彩推荐经历，大赛经验极为丰富。

老李飞刀 虽然江湖上经常被戏称为“老
李丢刀”，但老李纵横足彩界十余载，从1998年
开始研究世界杯赛事，洞悉数据背后的玄机。跟
着老李，一起甩飞刀！

光头强 本次成都商报俄罗斯特派报道组
主力记者。深入第一线的欧鹏将掌握大量的一
手比赛情报，“光头强”用最简单粗暴的理论总
能看准上下盘。

AI看球 从草根中走出的足彩专家代表，
多次在某足彩平台博彩大赛中排名季榜、月榜
前三。擅长以大数据模式分析比赛的高概率结
果，专攻亚洲联赛和洲际赛事，尤其对半球盘和
半一盘的分析有独到的眼光和见解。当亚洲球
队出场时，AI看球将发挥他的强项。

小仙足球 业内知名足彩媒体，专业为足
球玩家提供赛事资讯服务，覆盖欧洲、亚洲、美
洲等各级别足球赛事。这次以团队身份参与世
界杯理财擂台赛，届时其推荐方案将是旗下专
家精华意见的结晶。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冷门”球队，
这些前锋可关注

在“一战成名世界杯”中，选好后卫将大大提高你的胜算。不过，选好前锋同样重要。
梅西、C罗自不待言，世界杯上，这些相对“冷门”球队中的锋霸们，也值得你关注。

特邀国内三大知名足彩专
家，开辟竞彩专栏，世界杯期间，
他们将为彩民提供免费的竞彩单
场、串关等推荐服务。跟着名家
走，吃喝全都有！

视频玩转俄罗斯方块

世界杯理财擂台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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