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欧冠决赛说起
众所周知，在投注量巨大的焦点比

赛中，足球博彩业的赔率（亦即盘口）一
般都比较严谨，是一种最皮实的存在。
不过世易时移，博彩业的开盘技巧显然
也在进步，越是重大的比赛，越不排除
心理盘的出现。

心理落差

很遗憾，足球世界里“亚洲雄风”几乎不存
在，除了2002年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韩国
队有争议地爆发了一次，其他漫长的岁月
里，亚洲球队只是世界杯决赛圈内“鱼腩”的

代名词。
这就是2018俄罗斯世界杯揭幕战，沙特VS俄罗

斯，要受让一球球半（俄罗斯要净胜2球方能赢盘）的
终极缘由。

截至北京时间13日下午时分，从足彩的角度，东
道主俄罗斯仍然“高烧”不退，亚盘强撑在一球球半的
深度，欧赔主胜在1.40附近凝聚，必发指数方面，主胜
的成交比例超过80%，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表明，雄心
勃勃的东道主在揭幕战上遇到了一只“菜鸡”……

这一切太安乐祥和了，直觉告诉笔者这未必不是
一个美丽的陷阱。那么，以下我们来细细分析一下，世
预赛亚洲第二的沙特究竟有没有爆冷的可能性？如果
有，爆冷的概率又有多大？

独此一贾·足彩数据分析

揭幕战
可能爆冷？
数据让沙特看到拿分希望

近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欧冠决赛的皇马VS利
物浦，当时亚盘盘口为皇马让平半，这是一个奇迹般的
浅盘，因为查询双方历史交锋的话，皇马即使在客场，
以往也能让出一球球半……红军利物浦，真的在过山
车般的欧冠晋级之路上脱胎换骨了吗？结果，皇马在
明显让球不足的前提下，3：1完爆利物浦，而正是这个
意外的浅盘，使得投注皇马的资金投鼠忌器，同时也让
扑向利物浦的资金在赛前信心陡增。客观而言，让一
场强弱本来分明的决赛，在博彩资金的流向上达到微
妙的平衡，博彩公司自然坐收渔利。

回头再来说世界杯揭幕战的盘口，我的意思是，东
道主俄罗斯的优势，也许并没有“一球球半”那么大，这
个深盘，也有可能就是另一个方向的心理盘。毕竟，沙
特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小组赛首轮中，被德国战车8：
0碾压，事隔多年，这一幕还相当深刻地停留在全世界
球迷的记忆里。

俄罗斯凭什么让一球球半？在最近的8场热身赛
中，他们1胜3平4负，请注意，这是一个可以让任何主
教练都无条件下课的成绩单。当然，他们不敌的四个
对手，依次是阿根廷、巴西、法国和奥地利，前三个都可
以说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败亦欣然，但并不能反
向说明俄罗斯的实力有多大的提升。沙特呢？最近9
场热身赛3胜1平5负，最近的一场在受让三球的情况
下，客场1：2德国，这样的表现，并不像真正的鱼腩吧？

主场优势，真能达到一球球半？这是个问题。

主流平赔的昭示
让我们先来看看世界杯揭幕战的

赔率变化——

赔率变幻

从5月中旬起，全球博彩业为这场揭幕战开出的
亚盘初盘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半一起步，有的球半起
步，但经过一段时间后，目前基本都锁定为俄罗斯让一
球球半，主队高水，由于主队停留在高水阶段的时间偏
长，可以理解为：博彩业其实对主胜并不是特别放心。

欧赔方面，威廉希尔等大公司的主流变化有两个
明显的特点：其一，平赔逐步降至4.00－4.50的相对合
理区间，而且随着揭幕战的临近，我的判断是有可能进
一步走低，如果主流平赔跌破4.00，那就说明博彩业在
开出深盘之后，其实很担心平局的出现，他们得未雨绸
缪。其二，客胜值的主流变化，竟然也是一路向下，目
前威廉等主流公司，客胜值已经跌破10.00，大概在
9.00－9.50区间，考虑到客胜值最高时曾经直抵12.00
以上，这样的急跌，理论上讲，个人认为博彩公司甚至
没有放弃对客胜的防守。

亚盘变化，临场应该会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像目前
个别公司一样，亚盘调整至俄罗斯让一球，水位降下
来，但在世界杯赛场上，让一球无论如何也不太像一个
示弱实强的操作，所以沙特依然可能爆冷；其二，升至
球半，如此俄罗斯大热，也不值得信赖，个人认为赢球
输盘的可能性更大。

综上所述，笔者对揭幕战的足彩推荐是这样的
——亚盘，沙特；欧赔，1；大小球，推荐小球，因为深盘
搭配一个2/2.5的大小球盘，从理论上讲实在不能期待
双方大打出手，把揭幕战打成一场进球大战。
（特别提醒：一家之言，免费推荐，藉此入市，风险自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贾知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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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世界杯开幕前1天
这“帅”换得也是没谁了

中国有句古话，“临阵换帅，乃兵家
大忌”，而在世界杯开赛前一天，西班牙
足协却突然宣布换帅，震惊了世界媒
体。其实在不久前，洛佩特吉刚刚跟西
班牙足协签订续约到2020年的合同，
但北京时间6月12日深夜，皇马却官宣
了洛佩特吉将在世界杯结束后出任皇
马主帅，而且一签就是3年。

皇马选择在世界杯开赛前两天公
布主教练人选，让西班牙足协非常被
动，皇马方面甚至都没有跟洛佩特吉本
人沟通，更没有给西班牙国家队任何反
应的空间，就自己单方面官宣此事，这
也可能是西班牙足协宁可不要皇马将
支付的200万欧元违约金，宁可临阵换
帅，也要马上宣布洛佩特吉下课的原因
之一。

本届世界杯西班牙同葡萄牙、摩洛
哥、伊朗同分在B组，小组赛首战便是
同葡萄牙的强强对话，西班牙队内有多
名皇马球员，而这场比赛也堪称“皇马
内战”，C罗领衔的葡萄牙队虽然贵为新
科欧洲冠军，但西班牙有着一条由皇马
巴萨两大豪门组成的后防线，拉莫斯、
皮克、阿尔巴、卡瓦哈尔，对于C罗可以
说是非常了解。

本来很多人都看好西班牙能战胜
葡萄牙，而临阵换帅，西班牙更衣室动
荡不安，接任者耶罗如何能在一天的时
间内研究战术打法、布置战术、安抚队
员情绪、稳定更衣室？远在中国的球迷
都能听到C罗的笑声了。

北京时间6 月 16 日凌晨 2 点，西
班牙就将迎战葡萄牙，动荡后的西班
牙究竟能拿出什么样的表现，新任主
教练耶罗会排出什么样的首发阵容，
显然让这场本就属于焦点大战的比

赛，更加令人关注。

西班牙队的皇马恩怨
相爱相杀果然是没完没了

其实，洛佩特吉并不是第一位执教
过皇马和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帅，在他之
前也曾经有4位主帅曾经在这两个岗位
上都执教过。

比拉隆加是第一位执教皇马和西
班牙国家队的主帅。他在 1954年到
1957年间担任皇马主教练，而在1962
年到1966年担任西班牙主帅，在皇马
他赢得了2次欧冠冠军和2次西甲冠
军。在执教西班牙国家队之后，他曾带
领球队在1964年拿到了欧洲杯冠军。

穆尼奥斯在1960年开始担任皇马
主教练，在位14年的他帮助球队拿到2
次欧冠冠军、2次国王杯、1次洲际杯和
9次西甲联赛的冠军，是皇马队史上夺
得冠军最多的主教练。而他在执教西
班牙国家队之后，曾在1984年将球队
带入欧洲杯决赛。随后在1986年世界
杯他又带队杀入八强。

相比前两位，卡马乔算是不太成功
的一位。1998年夏天，卡马乔短暂入主
皇马，仅执教22天就被赶下台。当年12
月，由于西班牙在法国世界杯上的惨败，
卡马乔意外入主国家队，但执教四年并没
能取得什么像样的战绩，2000年欧洲杯
和 2002 年韩日世界杯均止步八强。
2004－2005赛季，卡马乔再次执教皇马，
仍只坚持了四个多月，留下冠军杯和联赛
中一串失败战绩。

而博斯克无疑是最成功的西班牙
主帅之一，他带领球队先后拿到2010
年世界杯冠军和2012年欧洲杯冠军。
博斯克曾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短暂
执教皇马，随后在世纪之交时，又迎来
了自己在皇马最成功的一段时期，麾下
先后有菲戈、齐达内和罗纳尔多等，并
拿到了2座欧冠冠军。

不过，正当人们欢呼西班牙成为欧
洲霸主的时候，他们却一路下滑。2014
年巴西世界杯，西班牙小组赛前两场分
别以1：5不敌荷兰、0：2输给智利，两战
0分成为最快被淘汰的卫冕冠军。2016
年法国欧洲杯，西班牙0：2不敌意大利
无缘八强。

于是，洛佩特吉在2016年欧洲杯
后，接替了功勋主帅博斯克执掌帅印，他
带领西班牙国家队20场比赛14胜6平
保持不败，以不败战绩晋级俄罗斯世界
杯决赛圈。本届世界杯，本应是洛佩特
吉证明自己带领这支夺冠热门重回欧洲
之巅的最好机会。很可惜，这个机会如
今已成云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特派记者闫雯雯

实习生 杨梦祺

其实，在世界杯风头上抢主
帅的事情，早在上届世界杯就发
生过。巴西世界杯开赛前，英超
豪门曼联就官宣了时任荷兰主
帅范加尔将在世界杯之后出任
主帅，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轰
动。但事实上，那届罗本、范佩
西为班底的荷兰队，在世界上表
现依然抢眼，首战5：1大胜西班
牙，成功复仇，一路杀进半决赛，
最终仅因点球大战失利而无缘
决赛。季军争夺战，还以3：0完
胜东道主巴西。

2008年欧洲杯期间，土超费
内巴切官宣了时任西班牙主帅阿
拉贡内斯将在欧洲杯之后出任主
帅，西班牙队并未受到太多影响，
反而夺取了 2008 年欧洲杯冠
军。同样，在2016年法国欧洲杯
开赛前，英超豪门切尔西也官宣
了意大利主帅孔蒂将执掌切尔西
帅印，结果孔蒂带领的那支意大
利队不仅以2：0完胜卫冕冠军西
班牙跻身八强，而且在四分之一
决赛中差点掀翻了德国队，仅因
点球大战而失利。

所以说，在国家队出战重大
赛事之时演个抢主帅的戏，从历
史上来看，似乎并不一个是个坏
决定，甚至还有某种“加成”的可
能性。很显然，这次西班牙足协
这么大反应，和事情本身并无直
接关系。

事实上，吸引国家队主帅在
关键时刻同意接任某俱乐部教
鞭，其根源还在于高薪的诱惑。
在本次世界杯32强主帅中，年薪
最高的是德国队主教练勒夫，他
的年薪高达385万欧元，此外，巴
西主帅蒂特和法国主帅德尚一
样，都是350万欧元。相比之下，
执教西班牙队的洛佩特吉之前
的年薪是100万欧元，续约后也
才达到300万欧元。要知道，曼
城主教练瓜迪奥拉的年薪是
2000万英镑，曼联主教练穆里尼
奥的年薪是1600万英镑，那可是
很多国家队主教练的10倍之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特派记者 闫雯雯实习生 杨梦祺

俱乐部抢国家队
主帅是老戏码

范加尔孔蒂
早就演过

世界杯还
没拉开序幕，
各种奇葩事就
开 始 层 出 不
穷，简直可以
说是乱套了。
像阿根廷接连
损 失 主 力 门
将、主力中场
这 种 都 不 算
事，最劲爆的
还是夺冠热门
之一的西班牙
队临阵换帅，
让人仿佛已经
听到了C罗的
笑声。国际足
联也不消停，
开个大会投个
票 ，居 然 把
2026 年世界
杯的主办权，
许给了美国、
加拿大、墨西
哥三个国家联
办，世界杯唱
起了“三国演
义”，不得不让
人感叹，世界
杯不乱才怪！

洛佩特吉下
西足协官宣临阵换帅

耶罗上

北京时间6月13日下午，西班牙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主帅洛佩特吉下课，此时距离世界杯开
幕仅剩1天的时间。

洛佩特吉在世界杯前刚刚与西班牙国家队续约，但是在续约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就接受了皇马的
合同报价，出任皇马新任主帅，这引发了西班牙足协高层的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足协决
定在世界杯开幕前解雇洛佩特吉。

西班牙足协主席鲁比亚莱斯表示：“皇马寻找最好的教练，对于这点我没什么好说的，而洛佩特
吉作为教练和足协的工作人员，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在皇马官方宣布前五分钟，我才接到电话得知
这个消息。西班牙足协不允许自己的雇员私下与其他的俱乐部谈判，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

一 首 凉 凉 送 给 国 际 足 联 ？

2026年世界杯最终花落加拿大、
墨西哥、美国三国，而第五次提出申办
的非洲国家摩洛哥则再次失利。

13日，在莫斯科会展中心举行的
国际足联第68届大会上，经过现场有
投票资格的203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
的投票表决，加、墨、美三国最终以
134：65票击败摩洛哥，赢得了2026年
世界杯的联合举办权，其中有1票选择
的是两边都不同意，另有3票无效。

国际足联在全球一共有211个会
员协会，出席今天大会的有210个代
表，其中除了4个申办国不能投票之
外，还有3个与美国存在回避关系的
会员协会没有投票资格，因此现场有
权投票的实际是203个会员协会。

2026年世界杯将确定扩军为48
支队伍参赛，这对主办国将是一个考
验，从赛程设置、交通路线到基础设施，
都存在一定难度。在此前国际足联的

一份评估报告中，加、墨、美三国的联合
申办在基础设施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国际足联已经修改了以前决定世
界杯举办权的投票规则，此前世界杯
举办权的归属仅由国际足联的24个
执委来投票表决，但在国际足联腐败
风波出现后，目前的投票规则已改为
由除申办国之外的所有会员协会共同
投票表决，当然，其中如果有存在回避
关系的协会也没有投票权。据新华社

2026年世界杯
美加墨唱“三国演义”

一 首 凉 凉 送 给 西 班 牙 ？

6月12日，西班牙队主帅洛佩特吉在训练中。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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