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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秘鲁

开赛时间：6月21日23：00
竞彩盘口：法国让一球

实力分析：法国队首轮小胜，
表现并不完美，相反受到很多质
疑。基于此，主教练德尚决心变
阵，目前基本确定用首轮替补登场
的吉鲁和马图伊迪首发，撤下登贝
莱和托利索。法国球员们普遍身
价很高，而世界杯亮相之作缺乏说
服力，所以小组赛第二轮之前，他
们都背付着巨大压力。秘鲁方面，
首轮表现不俗，17次射门6次打
正，却罚失一粒点球，全场基本压
制了丹麦队，可惜运气差了一点。
解禁复出的格雷罗表现不错，重新

成为球队的攻击枢纽。
足彩分析：亚盘初盘，法国让

一球球半，截至目前变为让一球，
法国高水。虽然两队并无交锋史，
但可以横向比较，在世预赛中，秘
鲁客战阿根廷是受让球半/两球，
最终战成0：0，虽然那个深盘有一
些特定原因，但综合来看，法国这
次的一球盘还是偏浅一些。欧赔
方面，主流公司集体调低了平赔和
客胜值，尤值一提的是，威廉希尔
平赔的最高值和目前的 4.00 之
间，竟然有100个点的落差。从这
个意义上讲，如果说博彩公司没有
防冷的措施，你信吗？

推荐：秘鲁不败，法国会被再
次爆冷。足彩分析，首选1，次选3。

多个线上竞猜平台停售
世界杯激战正酣，足球竞猜

成为茶余饭后的焦点谈资。然
而，从6月20日中午开始，陆续有

“噩耗”传来，多个下载量排名前
列的竞猜平台停售或婉转告知

“系统升级”，不少球迷心有不甘
地调侃：“亏了本无法回本”“平台
是我娘为我省钱”。业内分析，此
次停售虽然原因未知，不过短期
内这些平台恢复竞猜购买权限可
能性不大。

早在2015年、2016年，财政
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
等国家部委就曾多次联合下发通
知，要求各地彩票中心对擅自进行
互联网销售彩票进行自查自纠，并
且多次重申了“禁令”要求，要严厉
查处网络公司等单位和个人擅自
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

然而，因为互联网的广泛性
和隐秘性，查处难度非常大。一
直以来，互联网竞猜平台几乎都
是打政策的擦边球。甚至一些平
台通过“挂羊头卖狗肉”光明正大
地售卖。比如有的应用在用户协
议中明确表示，购票属于委托投
注，平台作为第三方服务平台，仅
在用户授权范围内协助用户提供
相应的彩票服务，并非从事互联
网彩票销售工作。还有一些平台
则采用模糊表述，称平台属于委
托代买，但到底是不是委托代买，
却不得而知。

20日晚，记者在成都锦江区
永兴巷、桂王桥等多家体彩网点
咨询，均得到这样的回复：都需要
到实体店来购买，我们没有跟任
何网络上的APP合作，有任何风
险，我们不承担，如果你觉得有假
或者被骗，可以选择报警。

事实上，在世界杯这场荷尔
蒙爆发的集体狂欢中，网络竞猜
平台正是看中了这背后的巨大市
场，才“铤而走险”。据公开数据
显示，截至6月18日，根据中国体
彩官网提供的数据，在世界杯开
赛6天后，竞彩销量累计超过86
亿，市场庞大。

此次多个互联网竞猜平台停
售，对实体网点有什么影响呢？20
日晚7点，位于永兴巷的体彩网点
人声鼎沸，网点老板乐呵呵地边收
钱，边议论着哪支球队胜算更大。
记者看到，或许刚从家里出来，还
有不少穿着睡衣和拖鞋的市民排
队。一位在等待购票的先生说：

“之前都是在手机APP上下注，现
在停售了，我们几个人就约着一起
来实体店里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秀江 实习记者刘旭强

失控？并没有
只是临时取消停靠

虽然俄罗斯队的比赛并不在莫斯科，但除了家里和酒
吧，莫斯科球迷还有一个好地方可以免费看球，那就是设
在莫斯科大学的FAN FEST。俄罗斯对阵埃及赛前，可
容纳4万人的球迷狂欢点爆满，仍有不少球迷从莫斯科各
处涌向这里。怎么办？交通管制。

昨晚8点左右，当记者结束采访，从红场附近乘坐地
铁去大学站时，列车一切正常：阿尔巴特街、文化公园、卢
日尼基体育场……每个站点都正常开放。不过，当地铁来
到麻雀山，也就是FAN FEST的主入口时，几名伊朗球迷
准备下车，却发现不对劲。虽然地铁速度放慢，却没有丝
毫停下的迹象，几名伊朗球迷懵了，不过很快淡定下来，因
为还有大学站可以下车，从FAN FEST的侧门进入。

没想到，地铁在大学站也没停，短暂减速之后又开始
加速前进。这下轮到记者慌了，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所
有的站点都不会停靠了？到底地铁要开向哪里？记者越
是着急，地铁就开得越快，就像是失控了一般。不过，幸亏
在下一个地铁站时，列车终于停下了，开始正常上下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特派记者闫雯雯

俄罗斯莫斯科现场报道

现场

丹麦 澳大利亚

开赛时间：6月21日20：00
竞彩盘口：丹麦让半球

实力分析：澳大利亚小组首
轮虽然不敌法国，但全场传控令
人赏心悦目，印象分无形中得到
提高。本轮他们背水一战，再输
就要提前出局，势必拼死相搏。
丹麦方面，首轮虽然1：0小胜秘
鲁，但场上表现其实一般，90分
钟内的大部分时间被对手压着
打，还躲过了点球一击，堪称幸
运。阵容方面，中场大将奎斯特
肋骨骨折，预计将提前告别世界
杯，对丹麦的整体实力或有一定
影响。历史交锋，两队最近一场
比赛远在2012年，当时丹麦主
场让半一，2:0完胜。

足彩分析：亚盘以丹麦让半
一起步，截至目前有所动摇，主
流公司调整为让半球丹麦中高
水，应该说，这个调整与两队上
一场小组赛的综合表现有关。
欧赔方面，尽管各大公司均有降
低了丹麦的平负赔，但目前威廉
希尔的平赔还暂时顶在3.50处，
与其他主流公司有所分歧。丹
麦的负赔目前大多超过4.0，这
意味着澳大利亚爆冷赢球的概
率较小。综合来看，博彩公司还
是将丹麦看高一线，亚盘盘口动
摇，恐怕是故意示弱。

推荐：丹麦胜。足彩预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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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 克罗地亚

开赛时间：6月22日02：00
竞彩盘口：阿根廷让半球

实力分析：梅西失点，首轮憾
平1:1，阿根廷的表现并不好。据
媒体报道，梅西在重压之下开始沉
默寡言，阿根廷足协想到的办法竟
然是——邀请他老婆安东内拉到
俄罗斯现场看球，以示宽慰。克罗
地亚首轮2：0完爆非洲雄鹰尼日
利亚，表现抢眼，不过队内也有不
和协事件发生：AC米兰前锋卡利
尼奇因不愿意在首轮的补时阶段

登场，婉拒了主教练，目前
已引发雷霆之怒，被驱

逐出了克队的训练
基地。此外，克队
中场大将科瓦契
齐在日前的新闻
发布会上称：如果
没有梅西，阿根

廷队整体实
力不

如克罗地亚。这段言辞，不知是否
会激怒阿根廷阵中其余将士。

足彩分析：亚盘初盘以半球或
半一起步，半一起步的主流公司还
多一些，如今退往半球，阿根廷高
水。一方面盘口动摇不是什么好
事，另一方面，克队的投注热度增
加，也是不争事实。欧赔方面，与
亚盘基本吻合，目前平赔主流凝聚
于3.20，客胜也降至3.90附近，在
此数据，似乎应该是克罗地亚坐和
望赢。不过，这是一场强强对话的
焦点赛事，阿根廷在开赛24小时
以前就被如此看低，是不是心理盘
的操作方式呢？在这个一眼望去，
看不到阿根廷赢面的生死盘里，个
人认为应该是心理盘。后市有两
种变动，一直保持半球高水或者再
退平半，如此阿根
廷示弱反强，赢
球在即；另一种
保持半球盘口，水
位一路缓降，那样的
话，阿根廷确实可能无
力赢球。

推荐：阿根廷胜，足彩预
测：首选3次选1。

谁也没想到，俄
罗斯队，这个赛
前并不是有很多

人看好的东道主，却如同
斯拉夫经典民谣中的屠
龙勇士多布雷尼亚一般，
痛宰对手。2场比赛进8
球失1球，虽然还有理论
上不出线的可能，但是谁
都清楚，俄罗斯实际上已
经率先从小组出线，进入
了16强。

在俄罗斯有可能出线
的当晚，莫斯科的安保进
行了大升级，公交、地铁在
球迷区附近临时取消了停
站，不允许在地铁站上下
客，甚至公交车也在麻雀
山、大学站等球迷集中上
下客的地点不停站。

莫斯科就怕球迷疯起来

在站台上，有工作人员拿着大
话筒不停地说着什么，记者决定再
坐一次地铁回去，看看到底发生了
什么。转身跨入了对面的地铁，很
快到了大学站，列车拉响了一声长
笛，然后开始减速，记者立刻往外
张望。发现地铁站里有很多警察，
甚至还有一名警察带着警犬。果
不其然，列车仍旧没有在大学和麻
雀山停靠，正好记者的一名同行发
来了微信：“太奇怪了，我们这边
8A线的地铁没停靠。”

为了解开谜团，记者反反复复
坐了3次地铁，终于发现了一名志
愿者：“FAN FEST 人太多了，于是
为了不让球迷再涌向那里，我们关
闭了几个站台来疏导人流。”

关门？关不住
球迷直接翻墙进入

莫斯科时间6月20日晚，恰逢
俄罗斯与埃及的第二轮小组赛，众
多俄罗斯球迷以及各国球迷涌向
位于莫斯科大学的FAN FEST。

记者在现场看到，FAN FEST
大门紧闭，入口处站了大批的警察，
戒备森严。“里面人满了，考虑到安
全因素，今天不再开放。”警察和
志愿者们一遍遍提醒球迷，不过
大批的球迷已经从大老远赶来，
躁动不安的球迷们非要讨个说
法，但志愿者们只是让大家不要逗
留，尽快离开。

无奈之下，一些球迷只好离开，
但大批不甘心的球迷开始另辟蹊径
——翻墙，只见球迷们聚集在校园
围墙外的铁栅栏外，互相帮忙往上
送人，身手矫健的球迷一个接一个
翻了进去。看来，“战斗民族”的狂热
球迷是警察和围墙挡不住的。

不过，两日前一批莫斯科大学
生就进行了反对世界杯的游行示
威，要求国际足联减少开放的次
数。因为最近大学都在考试，学生
们正在复习，他们认为，在校园设立
球迷狂欢点导致噪音太大，影响到
学生们的正常学习。一位学生们
说，球迷狂欢点占用了大学公园和

城市森林，他
担心球迷区会破坏
环境，损坏树木和历史悠
久的花岗岩。“我的一些同学还
在球迷点附近喷上了‘这里没有球
迷区’的涂鸦，来表示抗议。不过，莫
斯科大学校方并不支持我们，还敦
促学生不要参加抗议活动。”他说。

打架？不存在
这里又友好又平静

莫斯科另一个人流聚集地是
在红场，几乎每个国家的球迷都会
到红场一游。在红场先后被阿根
廷、秘鲁球迷“占领”之后，最新的
一批球迷来自波兰。记者在红场
就发现了一大群来自波兰的球迷。

随着波兰球迷的到来，莫斯科
警方也严阵以待，派出了更多警力
在红场附近巡逻。这也是对于俄
罗斯和波兰两国球迷之间不友好
的一种反应。

2012年欧锦赛在波兰和乌克
兰举行，俄罗斯和波兰队在小组赛
中相遇，两队在波兰科学文化宫门
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导致数十
人受伤。华沙警方出动了6000名
警力试图平息骚乱，但俄罗斯球迷
并不买账，看到警察也一样扑上前
去扭打，从而导致局面更加混乱。
波兰警方不得不使用水炮和催泪
弹，随后逮捕了多名带头闹事的球
迷才逐渐平息了这一冲突。

难道波兰人就不怕俄罗斯人以
牙还牙？记者在红场街头采访到了
来自波兰的球迷安德烈：“我觉得莫
斯科的气氛非常好，大家都很友好，
而且你可以看看这里到处都是球迷
的海洋，非常平静。俄罗斯球迷和
波兰球迷其实都是很友好的朋友，
上次欧锦赛在华沙那一次斗殴，我
认为是一场意外，谁都不愿意发生
这样的事情。我保证，这一次绝不
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安德烈的保证也许的确有用，
即便当晚波兰输了球，也没有出现
什么异常。莫斯科郊外的斯巴达
球场，还真是静悄悄的。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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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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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把
劲
。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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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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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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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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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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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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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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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此 一 贾 · 足 彩 数 据 分 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