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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每场比赛多达135种玩法，每

分钟每个细节，操盘手都可能让你上天台。

世界杯不但是全世界球迷的

狂欢，也是全世界赌徒的节日。

这是社交网络深入人心后的

首届世界杯，这一个月，在微博和

微信朋友圈内除了谈论与比赛相

关的话题外，每天有关博彩的话题

层出不穷，“排队上天台” 一度是

广大彩民和赌徒们在失败时常挂

在嘴边的自嘲之语。

毋庸置疑，博彩已成为世界

杯经济链中一个无比重要的环

节。但非法博彩造就的巨大市场

却使世界杯越来越偏离正常的

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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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博彩业彻底捆绑的90分钟

27个上盘

35个下盘

2个走盘

64场全部比赛

4个上盘

11个下盘

1个走盘

小组赛第二轮前12场比赛

1998年世界杯，亚洲让球玩法

开始流行；2002年世界杯， 大小球

玩法出现；2006年世界杯， 博彩公

司新增了谁先开球、角球以及红黄

牌竞猜；2010年世界杯， 走地玩法

受到欢迎……可以说每届世界杯，

博彩公司都会推出全新的玩法吸

引彩民，而巴西世界杯上，这方面

更是达到了极致。

欧洲几大博彩公司威廉·希

尔、必赢、bet365等在巴西世界杯期

间一场比赛可以投注的玩法竟然

多达135项！ 以bet365为例，“亚洲

玩法”中除了传统的让球盘、大小

球盘以及上半场让球盘、上半场大

小球盘外，还有总角球盘、角球让

球盘、上半场角球盘、总出牌盘、出

牌让分盘。 而像红黄牌、 角球、进

球、上下半场玩法、进球球员以及

10分钟赛果还被细化成了多种多

样的投注方式。 比如红黄牌玩法

上， 除了之前提到的总出牌盘、出

牌让分盘外，还有第一张红黄牌给

哪个队、第一张红黄牌是出现在36

分钟前还是36分钟后等多种细化

后的玩法……

玩法的多种多样也带来了一

个全新的话题。以前操控比赛更多

是针对比赛结果，而这种做法往往

会让试图被贿赂的球员所抵制，毕

竟不少球员还是有职业精神和良

知的，特别是在世界杯这样的大赛

上，很多球员将荣誉看得比金钱更

为重要。而收买裁判虽然在操作上

要简单一些，但如果没有双方球员

配合，裁判未必能控制一场比赛的

结果。

但在博彩玩法多达上百种的

情况下，试图操控比赛的博彩集团

完全可以避开操控赛果这条“羊肠

小道”，而在其他方面全力出击。比

如，一场比赛谁先开球对比赛结果

基本没有影响，博彩集团可以通过

对参赛两队队长的公关，而在事先

掌握开球信息。一场比赛让对方多

罚几个角球似乎也不是太影响大

局，那么是否可以串通后卫，让其

多送出几个角球？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法国队与

尼日利亚队一战中就出现这样诡

异一幕： 补时阶段尼日利亚球员

奋力去追一个即将出边线的球，

然后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他居然

为了不让球出边线而将一脚将球

踢出了底线， 平白无故送给法国

队一个角球！ 法国队正是利用这

个角球机会迫使尼日利亚后卫约

博自摆乌龙，最终法国2比0取胜，

在让1球之下赢球赢盘，而这个角

球也可以在角球玩法中改变多个

投注结果。

此外，像红黄牌玩法中第一张

红黄牌给了哪个队、第一张红黄牌

是出现在36分钟之前还是之后等

投注项目，被裁判人为控制的可能

性极大，可以说只要博彩集团搞定

了主裁判，就可以控制这几种玩法

的结果，而这比起去操控一场比赛

的比分更加隐蔽、更不容易引起外

界的注意。

所以，博彩玩法花样和名目的

愈发繁多反而给世界杯以及后续

其他赛事带来更大的隐患。以前对

一场假球的认定往往是通过不正

常的结果来做初步判断和调查，而

现在每一分钟、每个比赛细节都可

以成为博彩的工具，这让赛事组织

者和管理者难以去发现和调查。

也许在本届世界杯上，很多玩

法还没有成为主流，但就像多年前

曾被认为是小玩法的“大小球”如

今已深入人心，谁敢保证这些现在

的小玩法在将来不会普及和广受

欢迎？当比赛的每分钟、每个细节

都是按照事先拟定的“剧本”在进

行时， 当一场比赛因此支离破碎

时，未来的足球比赛、未来的世界

杯将何去何从？

博彩资金成倍增长

全球约2000亿欧元 是德国世界杯10倍

世界杯，已经愈发成为博彩界

不折不扣的狂欢节。参与博彩的赌

徒大部分最终都是输家，否则“上

天台”也不至于这么流行，这也导

致 “假球论”、“操控论” 大行其

道。 世界杯的比赛真的会被操控

吗？据媒体报道，本届世界杯上已

有多支球队被怀疑涉假，喀麦隆足

协甚至发表声明宣布喀麦隆队在

世界杯期间被亚洲博彩集团所控

制， 有7名球员涉嫌在小组赛中打

假球！

众所周知，足球博彩分为“黑

白两道”。以中国为例，由政府批准

开办的中国体育彩票中的足彩和

竞彩都是合法博彩。世界杯首个比

赛日，竞彩在全国单日的销量就突

破了1.5亿元，这个数字是2010年南

非世界杯竞彩单日销量的3倍。而

在7月8日，当世界杯还剩最后三场

重量级比赛时，竞彩在世界杯的总

销量已提前突破百亿大关。

不过博彩界有一句俗话，叫

“地上千亿，地下万亿”，这是指

非法赌球的投注量应该是十倍于

合法博彩。 这是因为合法博彩吸

引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小玩家，真

正的巨量资金流到地下庄家和海

外博彩公司， 最主要原因是地下

庄家和海外博彩公司的玩法更加

多样性，返奖率也更高。据《国际

金融报》 援引国外研究机构数据

称， 巴西世界杯的博彩总额很可

能突破2000亿欧元， 而在四年前

的南非世界杯是1000亿欧元，2006

年则仅为200亿欧元。

虽然世界杯部分场次被操控

一直缺乏有力的证据，但真正会出

手操控个别场次的不是正规合法

的博彩公司， 而是一些地下庄

家，就是通常所说的“亚洲博

彩集团”。博彩界大多都知

道世界杯、欧洲杯这样

大赛中的一个规律：先

养鱼，再杀鱼。本届世

界杯开赛后5天的12场

比赛中一共打出8个上

盘和4个下盘， 让喜欢

投注强队和上盘的新老

赌徒们喜笑颜开， 这就

是业界常说的 “不怕你

赢钱，就怕你不玩”。但随

后风云突变， 尤其是第二

轮冷门迭爆。从第13场比赛

开始，一连打出7个下盘，包

括巴西队0比0被墨西哥队逼

平，西班牙队0比2输给智利队

等让人大跌眼镜的场次。根据

统计， 第二轮16场比赛竟然打

出了11个下盘， 而上盘仅为4

个， 此外还有一场洪都拉斯1

比2厄瓜多尔的比赛走盘（不

输不赢）。而当赌徒们醒悟过

来， 开始谨慎介入强队和上

盘时，第三轮前3场比赛又全

是强队大胜和完胜，让很多人

昏招迭出。

最终64场世界杯比赛，打出35

个下盘，而上盘仅27个，多少热衷

于强队和上盘的球迷就从本届世

界杯第二轮开始，走上了一条“不

归路”！

在世界杯历史上，被认为有假球嫌疑的比赛并

不少，不过早期类似的比赛更多是默契球、协议球

的性质。直到1994年，博彩风潮开始席卷世界杯。

季军赛前试图收买球员

1994年美国世界杯曝出惊天秘闻———在瑞典

队和保加利亚的三四名决赛中，有人试图贿赂包括

瑞典门将埃里克森在内的4名瑞典球员， 要他们故

意输掉比赛，但遭到瑞典人的拒绝。最终瑞典队4比

0大胜保利亚队。当时就有欧美媒体认为，贿赂者很

可能是转而收买了保加利亚队。

决赛前罗纳尔多离奇抽搐

1998年世界杯是中国球迷第一次接触到 “赌

球”，亚洲玩法也是从那时开始盛行。其中，最大

“问题比赛” 当是东道主法国队与巴西队的决赛。

赛前，巴西队进攻核心罗纳尔多突发抽搐，虽然勉

强上场但状态全无，最终成就法国队的首个世界杯

冠军。而更有消息称，巴西队员赛后拿到了2500万

欧元的“奖金”！

巴西淘汰加纳涉嫌被操控

2006年世界杯， 巴西队3球击败加纳队晋级八

强，德国《明镜周刊》后来爆料，这场比赛被一家亚

洲博彩公司所操控，而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随后表

示将调查这场比赛，但后来也不了了之。

国际足联曾沉痛地宣布：2007年至2011年期

间， 全世界有直接证据证明比赛被操控的至少

有680场，上到世界杯预选赛和欧冠，小到一些

友谊赛。

喀麦隆足协称7人涉假

而在本届世界杯前， 一位非洲的经纪人就表

示， 操控一场世界杯比赛只需花费约10万美元。小

组赛上，尼日利亚队1比0击败波黑，主裁判两次关

键的误判改变了赛果，而赛后有媒体拍到主裁判与

尼日利亚门将恩耶马相拥嬉笑的场面。 此外，《明

镜周刊》更是公布了喀麦隆踢假球的证据，随后喀

麦隆足协发表声明称有7名球员涉嫌打假球。

成都商报特派记者 姜山 发自里约热内卢

参与方式更加多元

玩法上百种 操控比赛将更隐蔽

世界杯“假球悬案”

从默契球到被庄家操控

全球博彩总额

2014年巴西世界杯 或突破2000亿欧元

2010年南非世界杯 1000亿欧元

2006年德国世界杯 200亿欧元

多种多样的博彩玩法

常规玩法：

让球盘

大小球盘

上半场让球盘

上半场大小球盘

另类玩法：

总角球盘

角球让球盘

上半场角球盘

总出牌盘

出牌让分盘

首张红黄牌给哪个队

首张红黄牌在36分钟前还是36分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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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上盘

4个下盘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