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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推荐

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本届世界

杯每支球队报名人数由23人扩容至26

人。除伊朗队、法国队仅征召25人外，

其余球队均招满26人。共有创纪录的

830名球员厉兵秣马，等待着在卡塔尔

走向舞台的中央。

5
卡塔尔将是C罗、梅西与墨西哥人

奥乔亚、瓜尔达多的第五次世界杯之

旅。四名“五朝元老”并肩亮相创下历届

世界杯之最。此前仅有卡瓦哈尔（墨西

哥，1950年至1966年）、马特乌斯（德国，

1982年至 1998年）、布冯（1998年至

2014年）、马奎斯（墨西哥，2002年至

2018年）等四人曾五登世界杯赛场。

18／40
在11月20日揭幕战当天度过18周

岁生日的德国队小将穆科科，是本届世界

杯最年轻球员。穆科科曾打破一系列德

国青少年比赛进球纪录，2020年晋升多特

蒙德一线队。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

身赛上，他第一次代表德国队出场。

出生于1982年9月的墨西哥门将塔

拉韦拉成为本届大赛最年长球员。塔拉

韦拉曾在2014年、2018年参加世界杯，

但未获出场机会。

126
本届世界杯00后球员首次亮相。

上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参赛球员是出生于

1999年的澳大利亚人阿尔扎尼。而此

次，共有126名00后入选世界杯阵容。

137
本届世界杯有137名球员选择为出

生国以外的国家而战。32支球队中的

28支球队，队内至少有一名球员出生在

本国以外，仅南美双雄巴西队、阿根廷队

与亚洲的韩国队、沙特阿拉伯队完全由

本国出生的球员组成。

数读世界杯

本报讯 （记者谷苗）卡塔尔世界杯
大幕开启，中国体育彩票也为广大球迷

和购彩者奉上精彩的“竞猜大餐”。

冠军竞猜游戏，即竞猜本届世界杯

最终赢得大力神杯的球队。作为最后一

届拥有32支决赛圈参赛队的世界杯，本

次冠军竞猜设置了32个结果选项，所有

选项均设置固定奖金。

冠亚军竞猜游戏，不分顺序竞猜世

界杯冠亚军，即决赛队伍。以本届赛制

而言，任意两队都有可能同时进入决赛，

理论组合有496种，但为方便购彩者投

注，冠亚军竞猜共设置50个选项，实力

较强的豪门配对组成49个固定选项，固

定组合之外的决赛对阵都包含在“其他”

项之中，50个选项均设置固定奖金。

根据销售安排，世界杯全部64场比

赛都将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

首轮16场小组赛11月14日提前接受投

注，次轮和末轮小组赛将陆续开售，淘汰

赛阶段将在对阵球队产生后第一时间开

始接受投注。在每日销售时间方面，世

界杯期间将保持现在的销售时间不变，

即周中11点到22点，周末11点到23点。

传统足彩方面，世界杯小组赛期间

开售三期胜负游戏（第22144期-22146

期）、六期6场半全场胜负游戏（第22144

期-22149期）和12期4场进球游戏（第

22144期-22155期），以上奖期全部由世

界杯小组赛组成，购彩者可享受纯粹的

世界杯竞猜。

足球盛宴精彩启幕
体彩奉上竞猜大餐

成功举办1994年世界杯后，美国足

球一直被世界足坛看好，认为这个拥有

优良体育传统的经济大国，将成为世界

足球强队。但这个预言至今仍未实现。

2018年世预赛被巴拿马淘汰出局，

美国队经历了最惨痛的失败。中北美及

加勒比地区的整体竞争性不强，且赛制

不易爆冷，新任主帅贝尔哈特在本届预

赛中将球队带回正轨。这支美国队主力

阵容较为年轻，普利西奇、麦肯尼等中前

场核心成名甚早，如今不过24岁；小雷

纳、小威赫均为名宿之子，已在五大联赛

站稳脚跟。不过，这支球队似乎缺少多

诺万、邓普西这样的领袖人物，面对传统

欧洲队伍时能打出怎样水准，尚未可知。

威尔士时隔64年重返世界杯，“欧

洲红龙”在过去两届欧洲杯中均杀入淘

汰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毫无疑问，威

尔士的核心是贝尔。33岁的贝尔过去

两年在皇马都是躺平的姿态，但只要回

到威尔士队，他立即展现出截然不同的

状态。今年夏天贝尔离开西班牙豪门，

签约洛杉矶FC。在美职联，贝尔依然担

任替补，但在总决赛里，威尔士人在加时

赛伤停补时第8分钟打入绝平球，成为

洛杉矶FC通过点球决战赢得总冠军的

最大功臣，这样的贝尔令人畏惧。

威尔士队风格保守功利，这也是最

现实的选择，毕竟这支球队在前场只有

贝尔、拉姆塞这两张牌，玩不出太多的花

活。将进攻组织完全交给核心自由发

挥，其余球员做好中后场防守工作，这也

是团结的威尔士过去成功的关键。

综上所述，本场比赛看好威尔士不

败，竞彩推荐让球（-1）0。

美国难胜威尔士

■吴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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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海翔

卡塔尔终于成为全球流量的最大
载体。在未来的28天时间里，这个中
东小国的名字将一次次被世界各地的
人们所念叨，尽管其中大部分人对其印
象相当模糊。

这里大部分的土地为沙漠所覆
盖，夏季气温如同炼狱；又因为盛产
石油天然气而一夜暴富，油比水贱，
人均富豪——这等对卡塔尔的描写，也
适用于其近邻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或者科
威特，属于海湾产油气国的同质性特征。
一定要说出卡塔尔的不同之处，很难。

这个小国面积仅 11521平方公
里，用更通俗易懂的概念来比较，只有
不到两个上海的大小。卡塔尔被周边
那些拥有更璀璨历史的国家所掩盖，在
海湾之外的世界看来，它确实不那么显
眼。尽管多年前卡塔尔就曾成为人均
GDP世界第一之国家，但外界对此的评
论不过一行字：它很小，还有够多的石
油天然气。而这两点也恰恰是过去十
二年来欧美舆论持续对其攻击的话柄。

2010年12月的那次世界杯申办
投票必将载入史册，它破天荒地一次性
选出了2018年与2022年两届举办
国，并成为掀翻国际足联权力层的导火
索——因为，卡塔尔赢了。

恐怕除了卡塔尔人与直接参与者，
在投票结果揭晓前，没几个人相信这个
小国能拿下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
比起最大竞争对手美国，卡塔尔太小
了，它欠缺几乎一切承办世界杯的要
素：足球传统、市场影响力、接待能力、
气候环境……唯独不缺钱。但最终赢
家是卡塔尔。前三轮投票，卡塔尔拿到
11票、10票、11票，距离过半的12票
都只有微弱的差距，直到第四轮与美国
的一对一较量，以14比8完胜。

隐忍了四年半后，美国人在2015

年6月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前掀了桌
子，翻出的老账正是这次世界杯申办。
美国执法部门联合瑞士警方逮捕了多
位足坛政要，这场持续数年的国际反腐
行动颠覆了整个足球世界的最高权力
层，执掌国际足联17年之久的布拉特
黯然辞职。

美联社当年坦言，美国司法部采取
逮捕行为的初衷就在于“投入了大量资
金申办世界杯，却败给了既无足球传
统、天气也不适宜的卡塔尔”。看起来

颠覆足坛权力层只是一种“副作用”，但
目标所指的卡塔尔，最终平安落地。大
张旗鼓的司法行动，没有找出（或者公
布）卡方在申办中的违法行为；改组后
的国际足联授权第三方调查官所做的
《迈克尔 ·加西亚报告》，也以“（卡塔尔）
整体申办基本没有违规”作为结论。

法律上的盖棺定论，不能打消欧美
舆论的质疑。从没有哪个世界杯东道
主能拥有长达十二年的准备时间，同
样，也从没有谁在筹办过程中遭遇如此
高分贝、长时间的斥责声。“小”成了卡
塔尔被批评的理由，而“富裕”是原罪。

就在世界杯开幕前一周，刚刚被瑞
士法院裁定腐败与欺诈罪名不成立的
布拉特突然发声，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
时说：“卡塔尔是一个太小的国家。足
球和世界杯对它来说太大了。”布拉特
应该比绝大多数人更接近卡塔尔赢得

世界杯举办权的真相，当他第一次公开
坦言“这（将世界杯举办权交给卡塔尔）
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时，却拿不出任何
新证据，只是再次念叨“卡塔尔太小了”，
并且强调是“普拉蒂尼和他的（欧洲团
队）的四张选票”令卡塔尔赢了美国。
“忏悔”没有改变美国舆论对布拉

特的批评态度。《今日美国》在报道此事
时如此写道：“但还有10名执行委员会
成员投票给了卡塔尔，而且没有迹象表
明布拉特做了很多努力来影响他们的
投票……他本可以——而且应该——
利用他的影响力来确保不同的结果。”
给美国便是正确，给卡塔尔就是错误，
这样的逻辑贯穿十二年。

卡塔尔世界杯动了许多人的奶酪，
比如失败的美国，又比如俱乐部比赛遭
遇冲击的欧洲——既然世界杯首次花
落中东，而此间的夏季完全不适合举办

户外比赛，那么改期在北半球的冬季就
是唯一的选择，而这显然令欧洲的比赛
传统陷于尴尬——于是又有了一幅有趣
的画面，对于卡塔尔的攻击开始集中于劳
工权益、球迷居住条件恶劣等话题之上，
欧洲舆论又炒起了“抵制”之声，并尽量集
火在卡塔尔一个国家，而非整个地区。

一片杂音的环境与四年前的俄罗
斯颇有几分相似。结局抑或殊途同
归。随着大赛拉开序幕，足球爱好者的
焦点仍然会是足球本身，“抵制”只会在
原本就对足球无甚兴趣的人之中得以
实现。而这种落实毫无价值。

四年后再看俄罗斯，难免令人唏嘘，
跨越欧亚之世界杯的美好，如成烟云。
无论从哪个角度，俄罗斯都有更多更特
殊的身份，世界杯这张标签在这个大国的
历史上可有可无。而卡塔尔世界杯会留
下一份不一样的遗产。未来再谈及这

个波斯湾小国，脑海中能勾勒出更清晰
的轮廓，世界杯是最好的名片与总结。
2006年多哈亚运会开幕式曾在体育史
上留下惊鸿一瞥——亲王穆罕默德 ·阿
勒萨尼（他正是现任埃米尔塔米姆同父
同母的弟弟）骑着骏马一路登高，在
317米台阶的尽头点燃主火炬——亚
运会的影响力又怎能与世界杯相比？
未来的60余场比赛会奉献更多让人难
以忘怀、回味无穷的画面，与卡塔尔的
名字牢牢结合在一起。

这或许也正是卡塔尔不惜投入超
过2000亿美元举办世界杯的原因。
足球代表着某种跨越种族与文化的共
同价值观，是连接起全球球迷的纽带，
亦能成为这个小国界定自己身份的象
征。当世界杯圆满落幕时，那些杂音便
会烟消云散，而卡塔尔则完成了一次自
我的重新定义，无论对内还是对外。

十二年等待后，卡塔尔用世界杯实现重新定义
■本报记者 沈雷

界外球

开幕式的烟花点亮了阿勒拜提球场上空，卡塔尔终于迎来了世界杯。 新华社发

直到三个月前，国际足联微调了本

届世界杯赛程，才令卡塔尔与厄瓜多尔

一战成为揭幕战。原本本届大赛第一

场比赛是荷兰对阵塞内加尔。这次调

整令世界杯得以保持“东道主或卫冕冠

军出战揭幕战”的传统。

事实上，从1966年开始，世界杯揭

幕战单独举行才得以固化。此前虽然

也有东道主或卫冕冠军出战揭幕战的

情况（如1950年、1958年世界杯），但亦

有多届赛事首个比赛日同时举行数场

比赛。最特别的当属1934年，这届与

1938年世界杯均不设立小组赛，首轮

即为淘汰赛制的八分之一决赛。而

1934年首轮八场比赛开球时间完全一

样——当地时间5月27日的16时30

分，自然也难以分出揭幕战来。

自1966年至今的15场世界杯揭幕

战里，东道主参与了七场，而从1974年

到2002年的连续八届比赛均为卫冕冠

军出战，强队仅交出2胜3平3负的糟

糕战绩，这也一度令“揭幕战容易爆冷”

成为规律。1994年德国1比0玻利维

亚、1998年巴西2比1苏格兰，是卫冕

冠军们仅胜的两场揭幕战，胜得也都有

些幸运；而1990年阿根廷对喀麦隆、

2002年法国对塞内加尔的两个0比1，

则是世界杯史上最惊人的冷门之一。

有趣的是，卫冕冠军在揭幕战中的

狼狈，掩盖了东道主的强势。东道主此

前在揭幕战的战绩3胜3平，视野放得

更广阔一些的话，战绩更为惊人——此

前世界杯举办国球队在当届大赛的本

队首秀中保持不败，21届的22场比赛

（2002年有韩国与日本两位东道主）获

得16胜6平的佳绩。在卡塔尔之前被

认定为“世界杯史上最弱东道主”的南

非队，亦在2010年的首战中以1比1战

平实力不俗的墨西哥队。如今这个“最

差”头衔自然将归属卡塔尔。

除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世界杯东道

主乌拉圭与意大利，卡塔尔是唯一一位

在举办世界杯前从未参加过决赛阶段

的东道主。而今天凌晨这场0比2的完

败，终于结束了世界杯历史上延续时间

最长久的一条规律。

92年终尝败绩，东道主首战不败纪录作古
■本报记者 沈雷

卡塔尔0比2厄瓜多尔
（第16分钟、第31分钟 巴伦

西亚）

比分牌

“我们想打破历史，希望东道主第

一次输掉揭幕战。”厄瓜多尔队长巴伦

西亚用两个精彩进球兑现赛前预言。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杯揭幕

战中，这位33岁的老将率队2比0完

胜首度亮相世界杯的卡塔尔，也终结

了世界杯“东道主首战不败”的铁律。

能容纳六万人的阿勒拜提球场座

无虚席，只为见证这场足球盛宴大幕

开启。作为决赛圈常客，厄瓜多尔队

虽无超级球星，却拥有不容小觑的整

体实力。对于一心想要从A组突围的

他们而言，首战即是决战，面对最容易

拿分的卡塔尔队，自然毫无情面可言。

背负着“金元足球”的争议，被贴

上“史上最弱东道主”的标签，终于踏

上世界杯舞台的卡塔尔队，本不甘心

只为他人做嫁衣。然而，巨大的心理压

力让该队失去了三年前亚洲杯夺冠时

的锐气，表现颇为拘谨。共同成长于阿

斯拜尔精英学院的队员们，未能展现出

团队默契，频频出现的传接球失误，让

他们从比赛伊始就身处逆境。

开场仅3分钟，卡塔尔就遭遇惊

魂一刻。门将西卜冒失出击，厄瓜多

尔队长巴伦西亚乱战中头球破门，但

经VAR视频裁判认定，此球越位在

先，被判无效。逃过一劫的东道主，依

然未能释放紧张情绪，而更快适应世

界杯节奏的南美劲旅则自如地掌控着

局势。第16分钟，卡塔尔队再度失

守，西卜将突入禁区的巴伦西亚绊倒，

被主裁出示黄牌并判罚点球。后者主

罚命中，攻入本届世界杯首个进球。

打破僵局之后，厄瓜多尔队俨然

将比赛变成了自己的战术演练，并由

巴伦西亚在第31分钟完成梅开二度，

上半时就早早奠定胜局。直到比赛结

束，心态失衡的卡塔尔队仍没能走出

迷失状态，全场甚至没有一脚射门射

正门框范围。吞下一场失利的同时，

东道主也失去了拿分的最佳时机。

巴伦西亚梅开二度，厄瓜多尔2比0赢得2022年世界杯揭幕战

“最弱东道主”名副其实，卡塔尔演砸首秀
■本报记者 谷苗

巴伦西亚头球破门瞬间，他为厄瓜多尔打入本场第二球。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