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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幕战东道主拒绝沙特爆冷？
揭幕战东道主拒绝沙特爆冷
？
今 明赛程

今日

23：
00

揭幕战

俄罗斯 VS 沙特阿拉伯

用人上不可保守。东道
主毫无疑问想在首战中
从同组实力相对较弱的
沙特队身上全取三分，为
小组出线锁定必需的筹
码，毕竟此后的埃及队不
好对付，而乌拉圭队更是
兵强马壮。然而，俄罗斯
队主帅切尔切索夫执教
思路略偏保守，倾向使用
3421 阵型和两名防守型
后腰的俄罗斯在热身赛
中表现一般，未能充分发
挥进攻威力。对沙特队
之战，正确的指导思想是
在阵型和用人方面倾向
于进攻，俄罗斯队有足够
优秀的进攻球员，只要对
他们委以重任并发挥出
其进攻威力，则擒下沙特
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用好戈洛文和

6 月 14 日
23:00 俄罗斯 VS 沙特 (A 组) CCTV5
6 月 15 日
20:00 埃及 VS 乌拉圭 (A 组) CCTV5
23:00 摩洛哥 VS 伊朗 (B 组) CCTV5

西足协解雇主帅洛佩特吉

耶罗接手西班牙队
新华社马德里 6 月 13 日电（报道员谢宇智）世
界杯开赛在即，西班牙国家队却遭遇当头一棒。13
日西足协宣布，解雇刚刚被宣布与皇马签约三个赛
季的主帅洛佩特吉。
西班牙足协主席鲁比亚莱斯在位于俄罗斯克
拉斯诺达尔的西班牙国家队驻地召开新闻发布会
上宣布这一决定。他说：
“ 我们不得不解除国家队
教练的职务。祝他好运。西班牙国家队未来所能
取得的成绩也将是得益于他此前所展开的工作。”
此前不久刚刚与足协续约的洛佩特吉在一天
前突然被宣布将在世界杯后出任皇家马德里俱乐
部主帅，而西班牙足协此前却没有收到任何相关信
息。鲁比亚莱斯对此非常不满。
“足协对（洛佩特吉与皇马之间的）这桩谈判一
无所知，直到新闻出来前 5 分钟，我接到一两个电话
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些行为准则是必须要遵
守的。西班牙国家队是所有西班牙人的队伍，而世
界杯是最重要的赛事 。我们不得不做出某些决
定。”鲁比亚莱斯说。
鲁比亚莱斯还强调，洛佩特吉在出任西班牙主
帅期间工作“非常出色”，但“作为一名足协的工作

人员，在足协缺席的情况下做了这些举动，这就是
另一回事了”。他承认：
“ 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了影
响，这对球队来说是一记重击。但今天下午，我们
就会有新的教练和新的团队带领我们前进。”
两天后西班牙即将展开世界杯小组赛首战，此
时做出换帅决定，无疑将大大影响球队的备战。鲁
比亚莱斯表示：
“ 我们将尽可能不对球队做太多变
动。”
西班牙将于俄罗斯当地时间 6 月 15 日与葡萄
牙队在索契展开 B 组的首轮较量。这场比赛或将成
为决定 B 组头名的关键之战。
另据新华社马德里 6 月 13 日电（报道员谢宇
智）西班牙足协 13 日宣布，费尔南多·耶罗接手刚刚
被解职的洛佩特吉，
出任国家队主教练。
此前曾任西足协体育总监的耶罗在洛佩特吉
“下课”后成为了“救火队员”。前皇马名宿临危受
命，肩负起了带领球队征战本届俄罗斯世界杯的重
任。他将在当日下午作为新主教练出席新闻发布
会，并于随后带领西班牙队完成赴索契之前的最后
一场训练。
耶罗在球员时代曾效力皇马长达 14 个赛季。
退役后他一度在西足协出任体育总监，又在马拉加
俱乐部做过总经理。2014-2015 赛季这名前皇马
“铁血队长”回归皇家马德里，成为时任皇马主帅安
切洛蒂的助教。2016-2017 赛季，他又作为主教练
执教了西乙球队奥维耶多，这也是他履历上唯一一
次担任球队主帅的经历。
作为西班牙国家队主帅，耶罗面临的首场考验
将是与葡萄牙的世界杯小组赛。这场 B 组重头戏将
于当地时间 6 月 15 日在俄罗斯索契进行。

CCTV5

新华社莫斯科 6 月 13 日电 (记者郑道锦)莫斯科当地时
间 14 日晚 6 点，全球瞩目的世界杯足球赛将在能容纳 8 万
人的卢日尼基体育场揭幕。面对实力往往被低估的沙特阿
拉伯队，东道主要想取胜其实并非易事，要想拒绝“沙漠雄
鹰”爆冷，俄罗斯队必须做好以下三方面，而 22 岁的天才中
场戈洛文和年轻的米兰丘克兄弟组成的攻击组合很有可能
成为俄罗斯队取胜的关键。
第一，不轻视沙特、防好对手重点球员。
尽管热身赛中难求一胜，但来自亚洲的沙特队在西班
牙新帅皮济的带领下却渐有起色，加上有 10 号萨赫拉维、
18 号多萨里和 8 号谢赫里构成的技术流攻击线很有威胁，
在热身赛中已 7 场不胜的俄罗斯队没有轻视对手的理由。
沙特队在亚洲区预选赛中虽然获得直接出线资格，但
荷兰人范马尔维克的执教令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传统的
技术流风格，而随着智利队前主帅皮济的到来，沙特队再次
找回了技术流传统，
更多寻求从后场开始的层层渗透。
在近期对意大利和德国队的热身赛中，尽管均以 1：2
小负，但沙特队的整体攻防很有起色，且锋线上的萨赫拉
维、穆瓦拉德和中场多萨里、法拉杰和贾希姆等都展现出不
错的一对一能力，尤其是在 4231 或 4321 阵型中踢左前卫的
多萨里和王牌前锋萨赫拉维突破能力很强，需要备受伤病
打击、人员变化不停的俄罗斯防线给予重点盯防。
在国际足联排行榜上，仅排在第 70 名的俄罗斯比沙特
队还要低三位，
东道主更没有轻视对手的理由。
其次，攻字为上！
俄罗斯队首战必须以积极进攻为指导思想，在中前场

米兰丘克兄弟。
从热身赛的种种迹象来看，切尔切索夫在揭幕战中将
使用偏于进攻的 3421 阵型，在门将位置上阿金费耶夫将首
发；后卫线上伊格纳舍维奇将确定首发，其余两人可能是库
德里亚绍夫和斯莫洛夫；在中场的两翼将由萨梅多夫和日
尔科夫两员老将担纲，而双后腰基本是偏于防守的库兹亚
耶夫和佐布宁；在双前腰位置上，效力于莫斯科中央陆军队
的攻击型中场戈洛文将占据一个主力位置，而另一个位置
将由扎戈耶夫或阿·米兰丘克担任；单前锋为能力全面的斯
莫洛夫。
戈洛文是这支俄罗斯队最为才华横溢的球员，年仅 22
岁的他拥有远超这个年纪的球场气度，他是整个球队的进
攻策源地，球一旦到了他脚下就会变得合理，他的组织和梳
理堪称大师级，但戈洛文是典型的需要球权的球员，在前腰
位置上如果不能更多得到球权，倒不如将其回撤至后腰进
行拿球组织，而如果出现在前腰位置上的是扎戈耶夫或阿·
米兰丘克，
则这个阵容的整体攻击力将更加强大。
阿·米兰丘克和安·米兰丘克是俄罗斯队可以倚重的双
胞胎进攻组合，效力于莫斯科火车头的他俩是球队的双刃
攻击线，22 岁的哥哥阿·米兰丘克擅长左脚，是阵中最有撕
裂对方防线能力的攻击型前腰，他很有可能获得首发位置，
而弟弟安·米兰丘克则是擅长突破和传中的右脚选手，他将
作为右前卫萨梅多夫的替补，有望在打不开局面时上场，只
是切尔切索夫的换人时机不能太晚。
综上，只要东道主做好以上三点，则揭幕战在 12 年来
首进世界杯的沙特身上取得开门红的希望很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墨西哥
墨西哥、
、美国获 2026 年世界杯联合主办权
新华社莫斯科 6 月 13 日电（记者
郑道锦 潘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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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足球赛的联合举办权，其中有 1 票选
择的是两边都不同意，
另有 3 票无效。
摩洛哥此前曾四次参与世界杯的
申办，但均以失败告终，分别是申办
1994 年世界杯输给美国，申办 1998 年
世界杯输给法国，申办 2006 年世界杯
输给德国，申办 2010 年世界杯输给南
非，
但仍锲而不舍地坚持。
摩洛哥申办团队在现场的宣讲真
挚感人，他们突出的是摩洛哥人对足
球运动的巨大热爱、距欧洲很近的地
理位置优势、更亲民的门票价格，但最
终还是在第一轮投票中失利，未能进
入预备的第二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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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世界杯将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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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摩洛哥承诺会大幅投入
场馆、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但
还是未能打动足够多的会员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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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施等方面比摩洛哥有一定优势，三
国在评估报告中总体上获得了 5 分中
的 4 分，而摩洛哥只获得了 5 分中的 2.7
分。在所有 20 项国际足联评估标准
中，美、加、墨三国有 17 项被评定为低
风险，而摩洛哥只在 7 项中被评为低风
险，其余都被评为有中或高级别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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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将成为首个三
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
新华社墨西哥城 6 月 13 日电
（记者吴昊）13 日，加拿大、墨西哥、
美国三国联合成功取得 2026 年世
界杯足球赛的承办权，墨西哥也将
成为首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
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足联第
68 届大会上，加、墨、美三国申办
2026 年世界杯获得成功。墨西哥
曾于 1970 年和 1986 年两次单独举
办世界杯赛事。这次申办成功，还
标志着世界杯自 1994 年在美国举
行以来，
24 年后再返美洲大陆。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当天通过
社交媒体发声，表示国际足联的决
定是对墨西哥组织能力、基础设施
质量和服务水平的认可。
按计划，2026 年世界杯的 80 场
赛事中，有 60 场将在美国举行，加
拿大和墨西哥各举行 10 场赛事。
未来，三国还将在 23 处备选举办地
中选择 16 处作为最终举办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