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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负推荐：

看好俄罗斯小胜

好戏

举世瞩目的世界杯即将闪亮登场，东
道主将在俄罗斯最大的球场卢日尼基体
育场接受亚洲劲旅沙特的挑战， 卢日尼
基体育场是俄罗斯国家队的主场。 已承
办过 1980 年夏季奥运会，1999 年欧洲
联盟杯决赛，2008 年欧冠决赛和 2013
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等大型赛事， 选择这
个球场作为揭幕战的球场， 对于俄罗斯
队来说是想使主场优势更为显著， 借此
战胜小组中最弱的对手顺利拿到三分。
由于俄罗斯以主办国的身份自动晋
级决赛圈的比赛， 所以没有经历过预选
赛的考验， 球队真实实力并没有完全显
示出来，之前进行的几场友谊赛，明显能
够看出球队是有所保留的， 所以对于同
组的几支球队来说， 俄罗斯本次出征带
有一定的神秘色彩。
沙特虽然多次征战世界杯正赛，但
是基本上都是处于陪太子读书的角色，
本次和东道主、 乌拉圭与埃及同分在 A
组，想要突出重围难度势必登天，能够避
免惨败对于沙特来说就是最好的结果。
考虑到对手之间的实力差距， 首场比赛
对于俄罗斯非常关键， 如果不能取胜小
组出线的难度会陡然上升， 不过沙特赢
盘能力不俗，想要赢球赢盘的难度不小，
一球 / 球半的盘口很可能赢球输盘，本
场比赛谨慎推荐让球平， 俄罗斯一球小
胜赢面很大。
（竞彩专家 宇驰）

俄罗斯VS沙特
比赛时间：6月14日23时
比赛地点：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
竞彩指数：1.28 4.15 9.30
交锋历史：无

比赛看点：

俄罗斯介绍：

核心球员：

沙特介绍：

核心球员：

排名最低的东道主

阿金费耶夫

世界杯前四度换帅

萨赫拉维

俄罗斯世界杯是沙 特 阿拉 伯时
隔 12 年后，再次重返世界杯的舞台，
同时也是沙特历史上第 5 次参加世
界杯。 沙特被公认为鱼腩球队，揭幕
战安排他们面对东道主，估计也是让
大家感觉一场强弱悬殊的比赛上演。
回顾沙特的世界杯历史，其最好的成
绩是在 1994 年的世界杯上完成的，
那一年不仅是第一次小组出线也是
迄今为止成绩最好的一次。 此外，沙
特还有过 3 次世界杯经历， 分别是
1998 年、2002 年以及 2006 年，不过
在这三次杯赛的 9 场小组赛一场未
胜 ， 其 中 在 2002 年 韩 日 世 界 杯 上
0-8 输给德国队更是沙特人永远抹
不掉的耻辱。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沙
特全队的平均身高只有 176.2CM，是
所有球队中平均身高最矮的球队。
沙特在备战世界杯前夕一口气 4
度换帅，其中 74 天内更是两度换帅，
这样的换帅思路令人摸不着头脑。 在
沙特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后，沙特足协
出人意料地宣布解雇了原来的主帅
范马尔维克，前阿根廷主帅巴乌萨走
马上任， 巴乌萨在成为沙特主帅之
前，还带领阿联酋队征战过 12 强赛，
未能晋级世界杯。 去年 11 月 22 日，
沙特足协意外地宣布解雇巴乌萨，数
日后宣布前智利主帅皮齐接手球队，
率队参加世界杯，距离上次换帅仅仅
74 天，如此走马灯般地换帅，更让沙
特成为了大家眼中的“鱼腩之师”。

现 年 30 岁
的萨赫拉维是这
支沙特队的进攻
核心， 是球队的
主力前锋， 本次
世预赛（包含 40
强赛阶段），萨赫
拉 维 共 出 场 14
次打进 16 球，是
本次世预赛亚洲
区预选赛进球数
最多的球员，萨
赫拉维目前效力
于沙特豪门阿尔
纳斯尔， 此前在
亚冠也有过亮
相。 / 记者 邹鹏
亮 报道

俄罗斯曾经是世界足
球的劲旅，但目前世界排
名第 70 位， 是历届世界
杯东道主中世界排名最
低的一个。
贵为东道主， 俄罗斯
无需参加世界杯预选赛，
最近两年时间他们频繁
相约世界强队热身，其中
包括阿根廷， 西班牙、巴
西、法国等欧洲和南美豪
门，但是成绩却是惨不忍
睹， 除了攻击线低迷之
外，重组的后防也被对手
屡屡打爆。
在过往 21 个东道主
（日韩联办，过去 20 届有
21 个东道主） 首战方面，
15 胜 6 平， 从来没有输
过， 就连南非都没输，而
很 巧 的 以 0、2、4、6 结 尾
的年份东道主首战都曾
获得平局，但是逢 8 结尾
年份办的世界杯，东道主
4 次 （1938 的 乌 拉 圭 ，
1958 的 瑞 典 ，1978 的 阿
根廷，1998 的法国） 全部
开门红成功，而且总进球
数都是 3 球或以上，这对
于俄罗斯来说或许是好
消息。

目前球队 23 人
的大名单中，只有一
人目前是效力于欧
洲 5 大联赛，他就是
来自比利亚雷亚尔
的切里舍夫，而其他
球员基本都是来自
俄超联赛，因此这支
俄罗斯队只能算是
欧洲二流偏下的一
支球队。 球队多名核
心伤退国家队，瓦辛
以及吉基亚都遭遇
十字韧带断裂伤重
告别世界杯，而年迈
的老组合列祖茨基
兄弟已经退出了国
家队。 目前，最有潜
力的球员可能也就
是现效力于莫斯科
中央陆军的戈洛文，
而比较知名的球员
则是门将了阿金费
耶夫，曾在欧冠赛程
表现惊艳的他屡次
和欧洲豪门传出绯
闻，但最终却没有加
盟豪门。

看点一：
开幕式——
—古典与流行的碰撞
据透露， 本届世界杯开幕式请到 3
大嘉宾，其中包括英国流行天王罗比·威
廉姆斯以及俄罗斯本土著名女高音歌唱
家阿依达·嘉丽弗莉娜，这两位各自领域
的佼佼者将合唱一首歌曲， 不知道流行
与古典能否碰撞出新的火花？
看点二：
本届世界杯最弱两队对决？
揭幕战的对阵双方也是本届世界杯
32 强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两支球队，沙
特位居世界第 67，俄罗斯则排在世界第
70。 一边是亚洲第 5，一边是欧洲第 35，
真有点菜鸡互啄的意思。
看点三：
东道主结束 7 场不胜？
上面提到过， 俄罗斯队已经跨年度
7 场不胜， 战平伊朗、 西班牙以及土耳
其，不敌阿根廷、巴西、法国以及奥地利，
创造了单一主帅执教的俄罗斯队史最差
战绩，而且，他们还是史上第三支世界杯
年（杯赛开始之前）未尝胜绩的东道主。
输给阿根廷、 巴西以及法国这样的
豪强还可以理解， 但最后两场热身赛对
阵并没能跻身世界杯决赛圈的奥地利和
土耳其， 俄罗斯队仍然只是一平一负。
而且在这两场比赛中， 俄罗斯队仅有一
次射正， 让国内各路媒体和专家都感到
绝望。
看点四：
最值得期待球员？ 中央陆军新星
应该说，两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
线球星，那么，此役最值得关注的球员是
哪位呢？ 笔者给出的答案是 22 岁的中央
陆军中前卫亚历山大 - 戈洛温，虽然经验
稍欠，但司职中前卫的他可以扮演中前场
自由人的角色， 在场上的跑位非常灵活，
两翼乃至禁区内都能够经常看到他的身
影，致命一传乃至远射的能力都很出色。
据说、切尔西、阿森纳、尤文以及摩
纳哥等强队均有意在夏季转会期引进
他，若能在世界杯赛场有出色的表现，他
无疑会变得更加抢手。
/ 记者 邹鹏亮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