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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揭晓

前

年世界杯，
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团队竞争
2026
年世界杯，
与南非竞争，失败。
2010
年世界杯，
与德国竞争，失败。
2006
年世界杯，
与法国竞争，失败。
1998
年世界杯，
与美国竞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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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申办，四次失败

悲情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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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大巴
“惊魂”
摩洛哥队抵达俄罗斯

摩洛哥球迷期待2026世界杯

俄罗斯世界杯明日开幕，2026年世界杯主办国今日揭晓——

摩洛哥第

次挑战

成都商报记者曾在2013年现场采访世俱杯
为你交出摩洛哥体验报告
24年以来，北非小国摩洛哥从未放弃主办
世界杯的梦想。国际足联此前确认，摩洛哥和美、
加、墨三国联合申办这两方都将入围国际足联大
会在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式前一天举行的2026世
界杯举办权投票。今日，在俄罗斯举行的68届国
际足联代表大会上，207个成员协会将通过公开
投票的方式来产生最终赢家。在国际足联的综合
测评中，摩洛哥为2.7分。这仅仅是一个及格分，
如果在申办总体的分上低于2分，国际足联是可
以取消摩洛哥的申办资格的。而联合申办的美加
墨三国4分，
且不存在“高风险”区域。
一个犹如高考屡次落榜的考生再次挑战四
门全优的学霸。
如果说世界杯是高考的话，那么世俱杯则是
国际足联给对足球深情不改的摩洛哥特别设置
的一次模拟考试，国际足联将2013和2014年的
FIFA世界俱乐部杯赛（即世俱杯）举办权给了摩
洛哥，检验他们的办赛能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
蒂诺已公开表示，摩洛哥有能力承办世界杯，且
在2013和2014年连续举办过世俱杯。恰好在
2013年世俱杯期间，成都商报记者前往了这个
神秘的北非国度，作为国际足联授证记者实地探
访了这个屡败屡战、对足球充满热爱的北非国
度。现代化的场馆、热情的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
都给成都商报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国际足联的评估，共20个单项，其中美
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17项被评为低风险，而摩
洛哥只有7项低风险。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
不存在高风险，而摩洛哥在场馆、住宿和交通方
面存在三个高风险。那么成都商报记者就以自己
实地的采访经历，来给摩洛哥的场馆、组织、交通
等项目给出一份体验报告。

美轮美奂的球场
难掩交通不便的困境

摩洛哥申办委
员会主席阿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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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抵达莫斯科后，本
来按行程该先到卢日尼基球
场领取证件，但经过8个小时
的长途飞行后，
老记们疲惫不
堪，一致要求先去酒店，与司
机交流的责任就落在了唯一
会俄语的徐缓头上，
司机是一
位40来岁的俄罗斯大叔，
与徐
缓一阵叽里咕噜后，
他做出了
OK的手势，
大巴平稳地驶出
了机场，但没想到，我们第一
次体会到了“战斗民族”的彪
悍就在他身上。
司机大叔开得还是相当
平稳，要到酒店时，我们发现
他迷路了！他把车停在了路
边，
自己下车问路，
要知道，
那
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大马路，
路上车来车往。这还没完，在
从一个在花店门口抽烟的大
妈那里得到答案后，
他做出了
一个在国内会被扣掉12分的
违法举动——
“倒行逆施”
！
倒出几十米后，
到了一个
公交车站台，
一辆公交车正要
进站，
司机大叔探出头就是一
阵俄语，据徐缓说，他在喊公
交车让路，听到此言，车内提
心吊胆的老记们只有默默地
把头上的汗水擦掉。还好，过
了这个站台就是一个路口，
顺
着岔路就到了我们入住的莫
斯科大学卡娅酒店，
我们也结
束了这趟惊魂之旅。
“莫斯科大学卡娅酒店，
属于莫斯科大学外专楼，专
供莫大的 往来交流学者 下
榻，房间条件和国内的连锁
快捷酒店差不多，但卫生间
小得可怜。
在大家准备外出吃饭时，
特派记者白国华的一位名叫
伊格尔的俄罗斯朋友给我们
带来卢布，让我们以人民币1
比10的比例兑换。听到此消
息，
一位中国旅客惊呼太便宜
了，他告诉我，出国时他只带
了美元在身上，
用4000美元在
机场竟换了19万多的卢布，
而
按照伊格尔给我们的汇率，
他那
4000美元可以兑换到25万卢
布。
伊格尔告诉我们，
在机场的
兑换点换币很不划算，
在俄罗
斯，
现金可以少带，
平时消费可
以用信用卡或支付宝支付，
去银
行用美元兑换卢布比在机场兑
换要划算很多。
莫斯科时间晚上9点，天
才慢慢变黑，
疲惫不堪的我一
陷到床上就睡着了。
再次睁眼
时，发现阳光已经洒在窗台
上，但一看时间，才早上4点
过。我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
没想到大家都已经醒了。
在早
上5点，我们开了到莫斯科第
一天的选题会。
成都商报特派记者 欧鹏
发自莫斯科

摩洛哥距离世界杯最近
的一次是2010年世界杯，
根据
国际足联当时的大洲轮班规
则，
2010年应该花落非洲。
可是
最终在与南非的竞争中，
摩洛
哥在首轮就以10比14败下阵
来。
但是据来自国际足联内部
的消息，
来自非洲的四名执委
无一把票投给最大的热门南
非，
而是全部选择支持摩洛哥。
后经前国际足联执委、
美国足协主席查克·布拉泽亲
口承认，
他和其他几个国际足
联执委在接受贿赂之后，
将选
票投给了南非，
以确保后者获
得2010年世界杯主办权。
摩洛
哥为2010年世界杯的确做了
充分的准备，他们耗资1.5亿
美元修建了三座崭新的巨型
体育场，分别位于马拉喀什
（用于揭幕赛）、
丹吉尔和阿加
迪尔。
后来举办2013年世俱杯
的马拉喀什和阿加迪尔体育
场就是摩洛哥为申办2010年
世界杯所规划的，
但由于最后
输给了南非，这座球场直到
2013年11月才竣工，
以供世俱
杯比赛使用。
据成都商报记者当时在

相对便宜的住宿
难掩打车吃饭的昂贵

现场观察，阿加迪尔可容纳
4.5万人的球场十分漂亮，外
部设计模仿了城堡的外墙，
配
备了三块真草训练场。
因为气
候和日照等原因，
真草球场的
维护需要大量的资金，
这在缺
水的非洲国家相当罕见。
除了
主体育场，
其周围配套还建了
一个副场、两个训练场，
所有
的场地也都是真草配备。
尤其
是主场馆的草皮是特意从德
国引进的耐旱草种，
水准和欧
洲基本接轨。
但从成都商报记者的亲
身体验来说，
崭新的体育场确
实不是那么完美无瑕。
这个仿
佛巨形碉堡的球场也确实远离
尘嚣，
孤零零地坐落在阿加迪
尔城外西南面。
由于球队、
媒体
及酒店都在阿加迪尔东面的海
滩边上，
于是来往的交通成了
一个头疼的问题。
国际足联在
比赛日安排了每隔两个小时往
来于球场和球迷区的媒体班
车，
但仍然无法满足记者的采
访需求。
球场外几乎没有车辆
来往，
如果记者们需要叫出租
车，
至少等上半个小时，
还可能
会遇上漫天叫价的黑车。

信誓旦旦的承诺
难掩综合评估中的风险

摩洛哥申办世界杯海报

责编 李东 美编 袁治华 校对 田仲蓉

虽然多次陪跑，但是摩
大和墨西哥存在的三个中等
洛哥申办一直是最积极的， 风险分别为政府的支持、人
早在2016年5月，摩洛哥就提
权和劳工标准以及组织成
出了要申请2026年世界杯， 本。
的确，
超过九成的国民支
此前他们一直是唯一一个申
持、浓厚的足球氛围和热情
办世界杯的国家，世人本来
打动了国际足联，国际足联
都认为摩洛哥或许将成为
评估小组表示，摩洛哥已经
2014年世界杯申办的巴西、 提供了可执行的政府担保，
作为唯一申办的国家毫无悬
这项担保确定届时摩洛哥12
念地拿下世界杯举办权。但
个主办城市将会拥有足够数
是去年4月，美国、加拿大、墨
量的酒店和客房。
西哥突然宣布联合申办打破
摩洛哥申办委员会主席
了他们的美梦。
穆莱·哈菲兹·阿拉米表示：
这次国际足联的评估， “2026年世界杯是整个国家
共20个单项，其中美国、加拿
的重中之重，我们保证各项
大、墨西哥三国17项被评为
建设资金都能按时到位。摩
低风险，而摩洛哥只有7项低
洛哥是一个美丽友善的国
风险。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家，我们热烈欢迎各国球员
和球迷的到来。
”热情、友善、
三国不存在高风险，而摩洛
哥在场馆、住宿和交通方面
贴近性，是摩洛哥五次申办
存在三个高风险。
美国、加拿
都打出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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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的度假胜地阿加迪尔欢迎“土
豪”，它是皇室的后花园，它是富人们的度
假胜地。一顿饭人民币160元稀松平常，打
车也是以百元为单位起跳，成都商报记者
曾经用当地的电话卡打一通电话回国，20
分钟竟然打掉了600元人民币，由于话费
不足直接被停机。过于优美的环境和过于
旖旎的沙滩让法国人蜂拥至阿加迪尔度
假，物价随之疯涨。走遍世界的记者们也
不禁感叹，
“ 这地方我们实在消费不起”。
不过摩洛哥的住宿条件实在不错而且相
对便宜，由于这个国家处于大西洋海岸线
上，400元人民币左右就能住上带私家沙
滩和露天游泳池的豪华套间了。

地理位置的优越
难掩赛事经验的缺乏

相对于欧洲，摩洛哥具有地理位置、
赛场紧凑和时差的优势。这次摩洛哥申
办主打地理牌，摩洛哥北部与西班牙只
隔着最窄处14公里宽的直布罗陀海峡，
参赛名额最多的欧洲距离该国最远飞行
距离也只有三个多小时。所有14个赛场
与最大城市卡萨布兰卡的距离最远也只
有1个半小时的飞行时间，这都让球员和
球迷避免了奔波之苦。相比北美三国跨
越多个时区、相隔数千公里的飞行距离，
摩洛哥显然具有很大优势。摩洛哥采用
的是和英国一样的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对于电视转播来说也非常有利，尤其对
于欧洲国家来说最为合适。
但是摩洛哥从未举办过世界级别的
大型活动，市容市貌、基础设施、安保组织
离世界杯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一年两
次的“卡萨布兰卡德比”都会让安全部门
如临大敌甚至难以控制场面 ，何况世界
杯期间需要迎接500万不同民族、不同文
化背景的各国球迷。但是摩洛哥却表示看
似强大的美国安保其实问题更多，摩洛哥
申办团队就表示，
“ 我们的国度没有枪械
失控的问题，
我们很安全的。”
综上所述，尽管摩洛哥拥有热情的球
迷和出色的场馆，但是在综合硬件实力上
来说，也许还是无法与强大的美加墨联合
团队相抗衡。大卫挑战歌利亚，五战功成
还是再次陪跑？都要在今日的国际足联大
会上揭晓。
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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