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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今年冠军会是比利时
武汉晨报讯（记者陈开）四年一度
的世界杯， 最大悬念， 莫过于冠军归
属。 不过，你要是猜德国队，就不要怪
我鄙视你——
—敢再懒一点么， 小学生
也会闭着眼睛选这个答案好不好？
尽管德国队届届都是夺标头号热
门，可实际上，今年世界杯，长着一副
路人脸的比利时才最具冠军相。 这绝
非故弄玄虚，而是建立在大数据统计、
严密逻辑推演基础上的， 嗯， 掐指一
算。

三大热门面临
“
魔咒”
自世界杯扩军改制以来， 还从未
有非种子队最终称雄的壮举。 建立了
这个共识后，事情就好办多了，有望染
指大力神杯的队伍， 一下子就缩水到
了7支。 对不起了，西班牙，还有英格
兰，谁让你不是种子队呢？
等等，世界杯不是8个小组吗？ 没
错， 只是俄罗斯这种东道主“伪种子
队”，通常不参与讨论。
剩下7个种子， 又可以分为两类，
首当其冲的， 是战斗力直逼超级赛亚
人的德国、巴西、法国队。 法国“妖人”
猛，近年来新星井喷，本届世界杯U23
以下小将，一口气就带上了8人。 但世
界杯偏偏讲究论资排辈， 看重国脚的
参赛经验。 新世纪以来的4届冠军，球

定了！ 2026年世界杯
美加墨三国联合举办
莫斯科时间13日上午，国际足
联第68届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经
过国际足联 207个足 球 协会 的投
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
击败了竞争对手摩洛哥， 获得了
2026年世界杯的举办 权。 此 外 ，
2026年世界杯也将首次迎来48支
参赛球队，北美三国联合申办报告
书显示，世界杯的80场比赛，有60
场将会在美国进行。
长江日报特派记者马万勇发
自莫斯科

员平均国家队出场次数， 最少也达到
28次，上届的德国队更超过40次。 而今
年法国队，只有不到25次。
法国队格列兹曼近日公开表示，
暂不透露自己下赛季会留守马竞还是
加盟巴萨，引来一片倒彩声。 年纪轻轻
就这样作， 让人怎么放心把世界杯交
到你手上？
巴西头牌内马尔这几场热身赛光
芒四射， 场上小腰拧得比二人转还欢
快，看不出半点刚伤愈复出的样子。 只
是巴西队未必乐得起来， 毕竟南美球
队无法在欧洲捧杯，至今仍是未解“魔
咒”。
德国队的实力是杠杠的， 发挥又
向来超级稳定。 唯一问题在于，上届世
界杯， 他们刚打破欧洲队无法在美洲
夺冠的宿命， 这次又想突破半个多世
纪来，从无球队卫冕的铁律？ 真当世界
杯是德国人开的啊？

四大金刚各怀“
苦衷”
再来看看第二梯队的4位种子同
学，阿根廷、葡萄牙、波兰、比利时。 除
了最后的比利时，前面3位，都是一位
巨星撑起一支球队的典型代表。
之前的预选赛，阿根廷举步维艰，
全靠梅西当爹又当妈， 最后关头再亲
自上演帽子戏法， 才生生把球队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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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助理裁判揭秘：

VAR技术让暴力犯规无处遁形
长江日报特派记者马万勇 发自莫斯科
聘任费之外，再获得每场比赛2000美
元的补贴。 ”巴斯蒂安向记者透露，一
位有名气的主裁判，一届世界杯下来，
差不多可以收入八九万美元。
收入提高的同时， 裁判的责任也
增加了不少。巴斯蒂安告诉记者，本届
世界杯，裁判除了进行业务培训外，还
接受了FIFA组织的“如何处理心脏骤
停”等课程培训。
除了应对“心脏骤停”外，国际足
联裁判委员会还要求执法裁判对另外
一些疾病， 比如急性脑震荡以及中暑
进行判断与处理。

世界杯没有中国裁判

主裁可随时叫停比赛

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99名裁
判将出现在俄罗斯赛场上， 其中包括
36名主裁判和63名助理裁判。
主裁判方面， 亚足联旗下共有6
名，沙特、伊朗、乌兹别克斯坦、阿联
酋、日本和巴林各1名。 欧足联旗下共
10名， 其中包括塞尔维亚名哨马季
奇、荷兰名哨凯珀斯等，非足联6名，中
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6名，南美足协6
名，大洋洲足联2名。
中国足协旗下7名国际级裁判继巴
西世界杯之后再次无缘执法世界杯。
为什么中国裁判很少出现在世界
杯赛场上？巴斯蒂安认为，规则、常识、
体能及精神状态是四大要素， 体能是
衡量一个裁判是否足够优秀的关键。

作为一项革新， 此次俄罗斯世界
杯上，将会使用VAR技术。 作为视频
助理裁判的巴斯蒂安告诉记者， 这项
技术的作用不仅是判断一些有关进
球、点球与越位的关键判罚，同时也会
帮助主裁对一些漏过的暴力犯规进行
判罚。
巴斯蒂安告诉记者， 视频助理中
心将在莫斯科设立一家工作室，与体育
场内的裁判进行无线电联系。每场比赛
莫斯科视频中心将派出三名工作人员，
两名视频裁判和一名助理，助理专门针
对越位呼叫， 视频裁判通过观看TV视
频，可以在必要时主动进行干预。
“我们对这个系统在世界杯上的
运用持乐观态度， 相信这会让比赛变
得更公平。 ”巴斯蒂安表示。
此外， 巴斯蒂安还告诉记者，
VAR技 术 将让 暴 力犯 规无 处 遁 形 。
“这也意味着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一定
要小心自己的动作， 毕竟在众多摄像
机的监视下， 任何暴力动作都不会被
忽略， 暴力犯规的成本会变得非常
大。 ”

裁判员肯定没有球星挣得多，但
一届世界杯下来，收入也算不错。
“根据国际足联的数字，每一位主
裁可以获得最高7万美元的聘任费，
另外再得到每场比赛3000美元的补
贴。 助理裁判则将在每人2.5万美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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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网友预测揭幕战

无悬念VS爆冷门
6月14日晚，俄罗斯世界杯赛揭幕
战上演， 世界排名第70位的东道主俄
罗斯对阵第67位的沙特， 这也将是世
界杯赛史上的最弱揭幕战。 虽然是“菜
鸟”对“鱼腩”，胜负对参赛双方而言却
—获胜的球队不一定能够
至关重要——
小组出线， 但失利的一方却极可能小
组垫底出局。
难兄难弟中，挟主场之利、且打法
技术占优势的俄罗斯被多数人看好。
什么，你支持沙特队爆冷、打破“揭幕
战东道主不败”定律？ 欢迎来杠。

正方
“
揭幕战东道主不败”是铁律
综合考量， 东道主优势更大。 首
先，从热身赛表现和成绩来看，俄罗斯
队更有亮点。 其次，从身体条件来看，
平均身高仅有1.762米的沙特队是本届
杯赛32强中最矮的球队，难免吃亏。 此
外， 杯赛史上还有一条至今未被打破
的定律“揭幕战东道主不败”。 面对实
力并不高于自己的沙特队， 俄罗斯当
能延续这一“铁律”。
——
—中新网

打法、主场、技术都有利于俄罗斯

世界杯的精彩少不了裁判的幕后
执法。此次俄罗斯世界杯，国际足联经
过严格挑选， 最终确定了执法本届世
界杯的99名裁判，包括36名主裁。 北
京时间6月13日， 即将执法本届世界
杯的裁判们来到莫斯科火车头体育场
进行赛前训练， 特别演练了针对重大
犯规进行的判罚。 长江日报记者现场
直击了这些绿茵法官的训练， 并采访
到一名世界杯裁判里的“新成员”——
—
视频助理裁判， 这位名叫巴斯蒂安的
德国人讲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秘
密”。

主裁一场补贴3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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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末班车。 后来，阿根廷好不容易
给梅西找了个靠谱点的中场帮手兰奇
尼，结果上周末，兰奇尼训练中却韧带
撕裂提前告别。 宝宝苦，宝宝不说，真
喜爱梅西， 就别再提阿根廷是什么夺
冠热门了。
如果说阿根廷是典型的头重脚
轻，葡萄牙则属于均衡型。 但如果说德
国、巴西每个位置至少有85分，葡萄牙
的平衡不同，除了C罗，每个位置只有
65分。当然，光靠C罗，葡萄牙也能与任
何球队死磕，但一路磕，磕到决赛？ C罗
又不是啄木鸟！
波兰整体实力比阿根廷、 葡萄牙
还弱， 只有前锋莱万多夫斯基敢号称
威震江湖。 然而为什么，世界杯上黑马
总难走到最后？ 因为哪怕莱万猛如关
二爷，能靠一己之力过五关斩六将，但
世界杯夺冠需要七场比赛啊。
只剩下比利时了。 论天时，比赛在
欧洲举行； 论阵容， 从前到后有阿扎
尔、德布劳内、孔帕尼、库尔图瓦等一
帮巨星压阵；论经验，球员大多都是上
届打进八强时的骨干；论状态，他们已
经连续19场保持不败。 鸡蛋里挑骨头，
缺乏底蕴和票房号召力， 大概算比利
时不多的缺点了。 但就凭比利时国脚
卡拉斯科、维特赛尔正效力大中超，中
国球迷不支持他们支持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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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俄罗斯能够在主场击败沙特，
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俄罗斯球员很喜
欢身体对抗，这对于沙特的身体流踢法
是一个克制；第二，俄罗斯坐拥主场之
利，球员在心态上有绝对优势；第三，沙
特队在同欧洲球队的比拼中脚下技术
不足的弱点很容易暴露出来。
—网友
——
“
吴下啊蒙啊”

反方
沙特做足准备
沙特作为亚洲足坛的传统强队，
曾长期与韩国、日本和伊朗并称亚洲4
豪门，经常代表亚洲足球出战世界杯。
今年1月，沙特足协将多名国脚送到西
甲锻炼， 更引进前智利主教练皮济作
为国家队的主帅，可谓做足了准备。
再看俄罗斯队的阵容体系仍然处
于波动当中， 最近的7场世界杯热身
赛，仅得到3平4负的战绩，真的有点不
如人意了。 不看好俄罗斯队，1比2败给
沙特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
——
“罗纳尔多多钱”

最佳射手让沙特有可能爆冷
东道主球队虽有直接晋级决赛圈
的特权， 但没有经过预选赛的实战拼
杀， 球队人员和阵型配备光靠热身赛
磨合还有欠缺。
再看沙特队，2018年打了10场热
身赛，战绩是3胜2平5负。 球队头号球
星、 身披10号球衣的31岁老将萨拉赫
维， 在整个亚洲区预选赛阶段打进16
球，是世预赛亚洲区最佳射手。 在6月9
日与德国队的热身赛中， 萨拉赫维助
攻亚西姆打进1球。 他也是沙特队爆冷
的希望。
——
—网友“
木偶人侃球”
（记者冯爱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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