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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世界杯特刊

段子说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新时代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总结俄罗斯世界

杯时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 本届世
界杯已昭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一个属于90后
的世界足坛。

2010年南非世界杯，90后球员首次登上
世界杯舞台，不过仅有十几人。8年后的俄罗斯
世界杯，90后已经成为中坚力量。

本届世界杯共有736名队员，其中90后球
员首次超过一半，达到总数的58%，压倒80后
一代的球员。

看看本次世界杯的诸多强队， 冠军法国、
四强中的比利时和英格兰， 都是90后占据主
导的队伍，而西班牙、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克罗
地亚这几支80后巨星引领的老牌劲旅， 已经
成为90后不断前进的背景。

“足坛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十来年”。几乎
可以确定，以梅西、C罗以及莫德里奇为代表的
80后球员， 已在俄罗斯上演自己的世界杯绝
唱，他们很难再有机会在世界杯赛场上展现风
采。内马尔、阿扎尔、博格巴、格列兹曼等90后，
以及年轻如1998年出生的姆巴佩，都将成为新
的时代巨星，是未来两届世界杯的核心力量。

新科技

19岁的姆巴佩，荣膺本届世界杯的最佳新
人。 但换个角度， 或许高科技VAR才是最佳

“新人”。作为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强势推行
的一项开创性改革措施，VAR用它的“火眼金
睛”避免了裁判员出现错判、漏判的情况，可谓
闪亮登场、一鸣惊人。

现代足球越来越强调身体对抗， 禁区内的
争夺也日趋激烈， 人多脚杂的情况经常会影响
裁判员的判断。本届世界杯，VAR系统的存在让
各队防守球员的任何鲁莽行为或暴力犯规均难
逃处罚，提高了足球比赛的公正性。当然，这也
直接导致本届世界杯刷新了点球判罚纪录。

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前著名国际级

裁判科里纳点评VAR说：“比赛中不可能做到
一切判罚都是100%完美。没有VAR时，裁判
做的判罚95%正确；有了VAR，这个比例提升
至99.3%。VAR并不等于完美，但99.3%意味着
我们与完美非常接近。”

尽管VAR技术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瑕不掩
瑜，高科技手段的引入保证了世界杯的公平性、
纯洁性，同时也为其他体育赛事提供了借鉴。

新风潮

大行其道了10年的传控打法， 本届世界
杯吃不开了。

传控踢法的集大成者西班牙，被东道主俄
罗斯淘汰。比赛中，他们的控球时间达到79%，
却无法换来一场胜利。卫冕冠军德国连小组赛
都没能闯出，最后一战面对韩国队，被防守反
击踢了个“头破血流”。

本届世界杯最大的战术转变是防守强度
升级，攻防转换提速，面对控球好、爱控球的球
队，对手的应对策略就是稳扎稳打、防守反击，
阵容强大的法国队在与阿根廷的比赛中采取
如此策略，获得晋级，即使进入决赛也如法炮
制，最终捧起大力神杯。

客观而论，世界杯的赛程的确更适合先防
守，再伺机拿下比赛的策略。以本届世界杯的8
强为例， 大部分的球队都拥有强大的防守，或
技战术偏向防守策略。

传控真的不行了吗？当然不是。花无百日
红，人无千日好，只是传控达到一个高潮后规
律性地进入低谷，因为大家已经找到了应对的
办法。像当年传控成为新风潮一样，实用的防
反或许将成为新的技战术风潮。

周倜

世界杯结束了， 奖金的事儿也该兑现
了。

7.91亿美元的总奖金， 这次FIFA很大
方嘛！ 上届巴西世界杯总奖金为5.76亿美
元，这次涨幅超过2亿美元，如此之壕，此处
可以有掌声。

当然，FIFA这笔巨额奖金的发放也是
有板有眼 。3.43亿美元的固定开销预留给
各大俱乐部，其中2.09亿美元为“俱乐部收
益计划 ”，1.34亿美元为 “俱乐部保障计
划”。 拿出这些钱安抚俱乐部也是有道理
的，世界杯明星球员是流量保障，俱乐部作
为东家却得冒着损兵折将的风险， 当家宝
贝代表国家队征战世界杯又苦又累， 东家
怎会不心疼？ 过去就有一些俱乐部不愿意
明星球员被国家队召走。这次好了，FIFA用
钱摆平一切，“你放人，我放钱”，俱乐部跟
着受益。看来，能用钱解决的事儿果然都不
算个事。

剩下4亿多美元的奖金就属于各支球
队了。32强每支球队都有150万美元的 “底
薪”，至于“提成”就看各队的表现了。小组
赛出局的16支队伍能带着800万美元回家，
“安慰奖”也可以很诱人；进入16强的队伍
奖金数额按照400万美元递增， 没进8强的
能分1200万美元，无缘4强的能分到1600万
美元。

进入四强就厉害了。 捧起大力神杯的
法国能带走3800万美元， 克罗地亚也别悲
伤，他们只比冠军少了1000万美元。三四名
决赛中，红魔比利时2个进球踢出了2400万
美元， 英格兰则拿着2200万美元回家继续
“快乐足球”。

不过请注意这些钱是发给各国足协
的， 至于内部怎么分家家都有自己的小算
盘。各个足协对于奖金的分配标准不一，总
的来说，国家利益大于一切，言下之意便是
球员通常拿不到多少。 这里要重点提一下
今年的德国男模天团，因为历史成绩太好，
所以德国队向来都有“小组赛出线没奖金”
的规定，必须得进了8强才有资格和足协大
佬们谈钱， 所以今年德国男模们就不要指
望这码子事儿了。

还有一个重点必须提一下。 知道FIFA
为什么这次如此壕吗？当然得益于“中国力
量”撑腰！海信、蒙牛、万达等中国豪门企业
的新鲜加入丝毫不逊前人，挺好的，绿茵场
上的广告牌滚动播出的不仅是品牌， 也是
中国人在世界杯上的存在感啊！

� � � �随着俄罗斯世界杯进入尾声， 越来越多
的目光将会聚集在4年后的卡塔尔世界杯上。
2022年的冬季，卡塔尔准备好献上下一道“足
球盛宴”了吗？

在日前举行的俄罗斯世界杯总结发布会
上，国际足联（FIFA）主席因凡蒂诺确认卡塔
尔世界杯将在2022年11月21日到12月18日举
办。对于世界足坛来说，这将是一次全新的世
界杯体验和尝试， 比如届时一些国家的联赛
将要重新调整赛程， 而卡塔尔本身也将在承
办和组织上面对更多考验。

“筹备工作永远是具有挑
战性的。从地理上讲，我们是
一个小国家，但这也是我们的

一种优势。” 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秘书长哈
桑·萨瓦迪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2022年世界
杯推介活动上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球
场之间的距离将不再遥远， 球迷不用旅途劳
累，一天可以看多场比赛，球队可以把更多精
力用在踢好比赛上。 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其他
那些举办过世界杯的国家一样， 我们有信心
组织一届精彩的世界杯。”

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此番有180多人的
代表团来到俄罗斯， 与国际足联以及当地组
委会展开合作， 并观摩俄罗斯世界杯的运行
情况。 萨瓦迪表示：“俄罗斯世界杯是无与伦
比的，有很多我们能借鉴的（经验），比如‘Fan�
ID'(球迷身份证)以及一些安保经验，这届比赛
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 促使我们更
加努力地准备。”

据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相关部门发言人
哈立德·阿尔纳马介绍，卡塔尔的规划是世界

杯在8座球场内举行，其中位于卡塔
尔首都多哈西部的哈里发体育场去
年5月19日完成重建，今年晚些时候
还会有两座球场竣工， 预计到2020
年所有8座球场将全部建成。8座球
场之一的拉斯阿布阿布德体育场，
将由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旗下集装箱扬州基地参
与建造， 该体育场将使用集装箱模
块化理念建设，是可拆卸、可移动、
可重复利用的“绿色球场”。

卡塔尔方面相信能给足球的未
来发展留下宝贵的遗产之一， 就是
“球场冷却技术”。“球场冷却技术从
2006年开始研究和试用， 现在已经
是我们的第三代空调系统了， 在制
冷和调节温度上更高效， 而且耗能
少，你会看到它的成功。”萨瓦迪说。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14日电）

� � � �新华社圣彼得堡7月15日电 （记者王
浩明） 根据新华社记者独家获得的消息，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与国际足联主
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期间会面，双方就世
俱杯、世界杯、女子足球等方面进行了讨
论。 根据双方的讨论，2019年世俱杯将有
望落户中国。

这是阿里体育CEO张大钟15日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透露的。

“这次会面长达一个多小时，不是礼节
性的见面，而是工作会谈，双方聊得很嗨。顶
级的对话是很精彩的，（马云）代表中国企业
家为国际足球提了很多新的想法。 ”与马云
一同参加和因凡蒂诺会面的张大钟说。

张大钟说， 这是马云与因凡蒂诺的第
三次会面。 双方第一次会面是2015年世俱
杯。 2015年12月，阿里巴巴宣布与国际足
联达成协议，成为2015年至2022年世俱杯
冠名赞助商， 当时因凡蒂诺以欧足联秘书
长身份准备竞选国际足联主席。

第二次会面是在因凡蒂诺当选国际
足联主席后，因凡蒂诺对马云的支持表示
感谢。

张大钟说， 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的第
三次会面， 马云是以私人身份访问因凡蒂
诺， 但双方还是在世俱杯等问题上进行了
深入交流。

“我相信世俱杯离中国不远了，2019
年和2020年就很有可能，很有希望，但还
是有很多程序要走。 ”张大钟说。

“国际足联也希望世俱杯在中国举办，
我们也会积极推进这个工作。 之前国际足
联也在推动世俱杯的改革，希望扩军，马云
对此也非常支持。 ”他说。

此外， 双方还探讨了如何更好地支持
女足运动发展等问题， 阿里巴巴将在推动
女足运动方面与国际足联展开更加深入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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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 俄罗斯世界杯
落下帷幕， 64场精彩对决成为美好的回忆。
90后成为主导、 VAR闪亮登场、 实用防反
成为新风潮。 本届世界杯掀开了世界足坛
新的一页———

世说
新语

算“账”

马云会面因凡蒂诺“聊得嗨”

世俱杯有望2019年
落户中国卡塔尔准备好了吗

4年以后欲“刷卡”
学学“魔笛”精气神

陈惠芳

忽如一夜春风来。春风得意之最，非德尚莫属。当球
员，拿冠军。当教练，也拿冠军。20年没有虚度时光。

世界杯决赛前， 德尚声称：“人们只会记得世界杯冠
军， 没有人会记得谁进入了决赛。” 激将法与战术一样实
用，管用。

不过，我要将德尚的名人名言“误读”一下。多少年以
后，我不一定记得法国在哪一年得了冠军，但我一定记得
克罗地亚哪一年拿了亚军。因为，亚军的分量比冠军还重。

重就重在亚军的精气神。 重就重在克罗地亚永不服
输、永不放弃的战斗意志。

“魔笛”不仅仅是指莫德里奇，而是克罗地亚全体。听
听人家的魔笛，想想我们的国足，感慨何止万千？

世界杯，4年一轮回。告别俄罗斯，遥望卡塔尔。我们的
国足有戏吗？2002年到2022年， 也是20年。 当看客这么多
年，实在不是滋味。

进军卡塔尔世界杯，我们的国足靠什么？靠人。靠什么
人？靠一帮有精气神的人。精气神就是风骨。克罗地亚所具
备的，正是我们的国足所欠缺的。花架子，中看不中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在那里，榜样的力量在
那里。不好好学，不痛心疾首学，不真心实意学，岂能梦想
成真？榜样还是榜样，花样还是花样。

法国队球员
姆巴佩荣膺世界
杯最佳新人。

新华社发

� � � � 2018俄罗
斯世界杯足球赛
期间， 国际足联
首次在这一顶级
足球赛事中引入
视频助理裁判系
统（VAR），这是
世界杯历史上第
一次人类裁判求
助于VAR。

新华社发

� � � �图为多哈的香格里拉大酒店。 资料图片

克罗地亚队
球员莫德里奇获
得世界杯金球
奖。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