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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普庄

我给这篇文章定了这样一个标题，写着

写着，我真的信了。

世界杯曲终人散的时刻，我们会想起很

多人。

我想起的第一个人，是豪尔赫·梅西，这

个年轻时和现在的利昂内尔·梅西长得几乎

一模一样的男人。

当年，正是他带着儿子远赴重洋，从阿根

廷到西班牙，一边为儿子治病，一边供儿子踢

球——幸运的是，在久负盛名的拉玛西亚青

训营，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利昂内尔·梅西，展现

出了现象级的天赋。

故事如果没有这个开头，就不会有北京时间 12

月 19 日这个将永载史册的、伟大而传奇的夜晚。

第二个人，我理所当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其实，父母就和我住在一个小区，我完全不需

要“想起”他。翻开手机聊天记录，过去的一个月，我

给父母发得最多的几个字竟是：不回来吃饭。

父亲的回答永远是：没问题！

带着老年朋友手机里常见的各种欢快的表情包。

仅仅是这样的原因，并不足以在我看似强大而

坚硬的内心引起愧疚。

好不容易回家吃顿饭，从不看球的父亲问我：

“今年的世界杯怎么只有足球，没有其他项目吗？”

第二天，我把父亲的问题当成笑话讲给朋友听。

我不知道父亲会不会偶然把父子间的对话转

述给他的朋友。在他的朋友圈子里我从来都是两个

人，一个让他自责，一个让他自豪：

“要不是痴迷足球，我儿子现在也不至于干一

份这么辛苦的工作。”

“你们又看了我儿子的文章啊，这孩子从小就

喜欢写这些东西。”

我忽然想起，作为一个体育记者，每天给自己

贴着“宣传体育，普及体育”的标签，自己的父亲竟

不知道世界杯为何物。这是体育记者的失职，还是

一个儿子的失职？

我想起 28 天前，世界杯开幕式上的一句话：足

球连接世界。如果世界杯让家人都“失联”，又何以

连接世界？

我的同事说，世界杯结束了，生活还要继续。我

说，世界杯结束了，我只想回家。哪怕只是躺在父母

家的沙发上，迷瞪一上午，让父亲再问我一遍：今年

的世界杯怎么只有足球？

我会告诉他，今年的世界杯，我看懂的不只是

足球。

我从车后备箱里摸出一瓶被我遗忘多时的酒，

小心翼翼地塞进了书包里。今夜，它是我的世界杯。

被海湾环抱的卡塔尔，冬日宛如盛夏。

自 2010 年获得世界杯举办权以来，卡塔

尔先后投入了 2200 多亿美元，为 32 强及来自

全世界的球迷们奉献了一场史上最为昂贵的

绿茵盛宴。

尽管赛前外界一度认为，卡塔尔原本就

是一片足球荒漠，这届在冬天里进行的世界

杯恐怕更难取得成功，但我们依然看到了一

届五彩斑斓、令人沉醉的世界杯。

为了办好这届最紧凑的世界杯，卡塔尔将所

有8座球场都修建在了多哈市中心的周边，每个

场馆之间的路途，都在1个小时车程之内。这意味

着，铁杆球迷有机会每天观看不止一场比赛。

代表英格兰队征战过 3 届世界杯的退役

巨星贝克汉姆，就对东道主给予了高度的肯

定。他说：“世界杯把全球球迷团结在了一起。

紧凑的赛事、比赛的质量、球迷的体验……

2022 卡塔尔世界杯特别棒！”

决赛之夜，烟花盛放。卢赛尔体育场是本

届世界杯的最大地标，更是卡塔尔的国家骄

傲；这座气势恢宏的竞技场，由中国建造。

同时，赛场外，丰富的中国元素不仅仅是

世界杯的装点，更是世界杯得以成功举办的

强大后盾——中国新能源客车成为公交出行

主力，中国企业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大赞助商，

世界杯周边商品超过七成是中国制造……中

国驻卡塔尔大使周剑表示，中国元素、中国品

牌在卡塔尔世界杯这个大舞台上大放异彩。

回首卡塔尔世界杯上的一幕幕，狂喜、感动、

自豪、失落、悔恨、遗憾……足球，让数以亿计人

的心跳在一个时刻，同频共振。本届世界杯还以

172粒总进球数，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首次来到

中东地区的卡塔尔世界杯，无疑是成功的。

遗憾的是，东道主的首届世界杯之旅，难

言成功。1 个进球 7 个丢球、首个输掉世界杯

揭幕战的东道主、本届世界杯第一个出局的

球队……家门口的世界杯首秀，留给这支亚

洲新科冠军的，是一连串无奈而尴尬的纪录。

但关于足球的思考从不会停止。正如卡

塔尔队主教练桑切斯所说：“世界杯会结束，

但足球还将继续。”

成功与失败：精彩的世界杯，遗憾的东道主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涛

随着一场跌宕起伏

的决赛结束，卡塔尔世

界 杯 在 北 京 时 间 12 月

19 日凌晨画上了句号。

在球迷一片欢乐的气氛

中，同时落幕的还有湖

南日报的“快乐看球·体

彩湘守”世界杯狂欢夜

暨湖南日报湘遇粉丝节

活动。这届首次在中东

举行也是首次在北半球

冬天举办的世界杯，出

乎意料地好看，而湖南

日报的世界杯报道和球

迷活动也非常精彩。

个性评论金句
频出，好看

湖南日报卡塔尔世

界 杯 报 道 形 式 丰 富 多

样，有趣好看。根据举办

地卡塔尔的特点，推出

名为《惊沙》的专题，专

题 内 报 道 形 式 丰 富 多

样，除世界杯动态消息

外，还推出了记者个性

专栏矩阵、视频评论栏

目《“普”通话》，球迷互

动栏目《有请替补登场》，完整预测

栏目《世界杯·竞猜》。

个性专栏矩阵巧妙融合记者名

字中的字，推出“又”踩一脚、“惠”眼

识珠、小“蔡”一碟、不懂“庄”懂、充耳

不“文”、“涛涛”不绝等记者专栏，共

为球迷奉上了整整 100 篇球评，既有

激情澎湃、行云流水，又有冷静分析、

娓娓道来；既融入浓厚文化，又折射

人生哲理，数十篇被人民日报客户端

采用与推送。《球王加冕，天下归心》

《悲壮啊，那团渐行渐远的火》《真爱

与备胎，过往与未来》《那些渐行渐远

的足球宝贝，你在哪里》《“杀马特”不

相信眼泪》等篇目让球迷大呼过瘾。

视频类评论栏目《“普”通话》则

跳 出 比 赛 说 足 球 ，“ 所 谓 诸 神 的 黄

昏，其实真正迎来的是新王的黎明”

“也许你还会跌倒，但终有一天你会

发现，越过沙丘前面就是一片绿洲”

“不关注体育的人，不一定知道世界

杯要开幕，但一定知道卡塔尔有多

富”等金句频出，让人捧腹。

球迷活动福利多多，好玩

除了好看，我们的世界杯还很

好玩。

为了让世界杯报道更好玩，让

球迷有一个共同狂欢的平台，湖南

日报联合湖南体彩，举办了 4 场“快

乐看球·体彩湘守”世界杯狂欢夜暨

湖南日报湘遇粉丝节活动，共有 400

多人与我们共度本届非凡的世界杯

之旅。

每场活动在球赛开始前，现场

就成了一场球迷嘉年华。点球大战、

快嘴解说、颠球比赛等一系列互动

活动让球迷提前进入状态；现场球

迷的精彩赛事点评也让中场休息不

冷场。在互动活动中，我们送出了大

力神杯模型、吉祥物 La'eeb 手办、吉

祥物 La'eeb 毛绒玩具、世界杯授权足

球、飞盘等大量奖品；看球期间还向

球迷提供了零食、水果、饮料等休闲

食品，让球迷乐在其中。“这个大力

神杯做得好逼真，拿在手上沉甸甸

的，正好可以放书桌上。”决赛当晚，

拿到奖品的球迷喜出望外。

除了线下，我们还有线上与球迷

的互动。赛事期间，我们还在新湖南抖

音号进行了 4场“看球三缺一”视频聊

球活动，4名专栏作者针锋相对，各抒

己见，对比赛进行预测，超 4万名球迷

在线共同聊球，气氛热烈。“一个半小

时的直播，我全程看完，非常精彩！可

惜本届世界杯就结束了。”球迷在评论

区意犹未尽。

世
界
杯
好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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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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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9日晚，快乐看球·体彩湘守
世界杯狂欢夜暨湖南日报湘遇粉丝节
第二场线下活动在新湖南大厦举行。
近百名粉丝和球迷，共同观战克罗地亚
队与巴西队带来的首场1/4决赛。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傅聪 摄

陈惠芳

隔着千山万水，我替梅西大喊大叫：“世界球

王，舍我其谁！”

隔着万水千山，我替阿根廷队大叫大喊：“战斗

了 36 年，终于捧杯了！”

踢得荡气回肠，看得心惊肉跳。是谁将最惊险

的比赛留到了最后？是你们！是谁将最精彩的比赛

留到了最后？是你们！是阿根廷队，是法国队。是“梅

开二度”的梅西，是“帽子戏法”的姆巴佩。

终极对决，是极端，是极致，是极限。所有的因

素，全浓缩在这场决赛之中。极端的点球，从一个点

球到两个点球，到大面积的点球。极致的表演，从梦

游队到梦之队，到全方位的苏醒。极限的承受，从倾

斜到平衡，到全天候的撞击。小心脏，大心脏，从小

到大，从大到小，心跳加速，血液回流。球员与球迷，

被卷入，被干预。这是足球场的量子纠缠。

梅西举起了世界杯。世界的心中，一块巨石落地。

世界杯举起了梅西。一个真正的球王，隆重加冕。

亲授梅西的马拉多纳用他的一双慧眼，见证了这

一传承。背起梅西的小罗纳尔多，见证了这一荣光。

不光是我们多么偏爱梅西，不光是我们多么渴

望奇迹。因为梅西的人品与球品，早已征服我们的

心。因为梅西本身就是奇迹，早已浸入我们的眼。世

界只是把一个应该属于他的杯给了他。世界杯有了

一个最圆满的答案，有了一个最美好的结局。

世界杯举起了梅西

36 年，整整一代人的等待，阿根廷队加冕

第三冠，梅西和队友们用一场荡气回肠的胜

利，写下足球历史的辉煌一页。

当梅西被众队友高高扛起，于人群簇拥中

高举大力神杯，完美复刻了 36年前马拉多纳的

经典一幕……恍惚间，你是否也在确认，这就

是 26天前，那支输给沙特队的阿根廷队？

是的，正是他们。世界杯上的夺冠之路，

从来都不是坦途大道。这届阿根廷队自首战

以 1 比 2 爆冷输给沙特队后，他们便深陷“场

场生死战”的极为被动局面。

你可以说，阿根廷队只有一个梅西，但你

永远不能低估一颗渴望冠军的心。不得不承

认，一个沉淀了 16 年的梅西，便足以激发出一

支更好、更强、更伟大的阿根廷队！

两个 2 比 0 先后拿下墨西哥队和波兰队

后，我们看到，低开高走的潘帕斯雄鹰正在逐

渐展开它丰盈的羽翼 ；2 比 1 击败澳大利亚

队、点球大战闯过荷兰队这道难关后，雄鹰的

雄心已锚定终极梦想的卢塞尔球场；半决赛

毫不客气地以 3 比 0 横扫上届亚军克罗地亚

队，阿根廷人越踢越自信、越战越团结。

从凝望大力神杯到亲吻冠军奖杯，从“场

场生死战”到“大团圆结局”，35 岁的梅西和等

待了 36 年的阿根廷队，终于脱去悲情的外衣，

黄袍加身。为了这一刻，他们经历百转千回；

为了这一吻，他走得坎坷顽强。

与此同时，新球王也留下了一座座等待后来

者再去攀登的高峰：26场世界杯出场场次历史第

一、2314分钟世界杯比赛时间历史第一、11次世

界杯单场最佳历史第一、两度获得世界杯金球奖

历史第一、17场世界杯胜利并列历史第一……

12 月 10 日晚的阿图玛玛球场，葡萄牙队

0 比 1 败给摩洛哥队 ，无缘卡塔尔世界杯四

强。37 岁的 C 罗，在自己最后一次世界杯上，

将无尽的遗憾写在泪水中。

17 日晚的哈里发体育场，“魔笛”绝响，举

世倾听。莫德里奇的谢幕演出，奏出一曲《欢

乐颂》。不到 400 万人的克罗地亚，告诉人们足

球可以美丽如斯。

谢幕不可避免，只是来得有些仓促和酸楚。

再见梅西，再见 C 罗，再见莫德里奇，再

见苏亚雷斯……你好姆巴佩，你好贝林厄姆，

你好萨卡，你好加维……本届世界杯，是“众

神的黄昏”，也是“新神的黎明”。

梅西一战封王，成为继贝利、马拉多纳之

后，第三个世界球王。带着“众神”最后的倔

强，阿根廷队终于在卡塔尔圆梦！这样的大结

局，也让这个充满离别之愁的“黄昏”，少了一

些蓝色的忧郁，多了许多金色的光芒。

这一抹金色，是大力神杯折射在这一批

时代英雄们脸上的高光；是“绝代双骄”时代

结束，新星登场的追光；更是足球团结世界、

影响世界的曙光。

当“梅西”们走入黄昏，“姆巴佩”们正迎来

黎明，晚霞的壮丽后，是下一次朝霞的灿烂。

24岁的姆巴佩在决赛高压之下，还能上演疯

狂的“帽子戏法”；21岁的萨卡世界杯首秀就收获

梅开二度；19岁的贝林厄姆抢断、对抗等多项数

据均居英格兰队最高；18岁的加维一脚凌空抽

射，打开了人们对这个00后的无尽想象……

“梅罗”时代之后，谁来接棒？也许现在的

他们还有些青涩，但未来永远属于年轻人。随

着众神的退散，新的时代总会到来。

卡塔尔世界杯，这部冬天的童话已然画

上句号。在这个即将迎来新年的岁末，一起来

告别过去，拥抱新的未来，再适合不过。

2026 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在招手。全新

的 48 强，全新的赛制，全新的格局……4 年很

快，我们，不见不散！

“一切皆有可能”，这句看似“最正确的废

话”，却成了本届世界杯冷门频出的真实写

照。

强队碾压弱队不足为奇，以下克上才是

球迷们喜闻乐见的。

沙特队掀翻阿根廷队，日本队连斩德国

队、西班牙队，“亚洲之光”照亮了世界杯上一

条全新的赛道。29 年前，日本足协制定了“百

年计划”，谋求足球振兴；如今，那个在当时看

似天方夜谭的计划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卡塔尔世界杯上，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

三支亚足联球队进入 16 强，创造了亚洲足球

的历史。

另一边，“亚特拉斯雄狮”发出震撼世界

的怒吼，为非洲足球掀开崭新一页。

本届最大“黑马”摩洛哥队，连续拔掉西

班牙、葡萄牙两颗“尖牙”后，历史性闯入四

强。他们半数球员在海外出生，却表现出了极

强的凝聚力。他们以犀利的反击独步卡塔尔，

为世界足坛平添一抹不一样的颜色。

亚非球队崛起的同时，也正悄然改变着

整个国际足坛的格局。

别忘了，这背后，是意大利队连续两届缺

席决赛圈，还有德国、西班牙、比利时等传统强

队折戟沉沙；以及包括美国、加拿大队等北美

球队，在本届比赛中展现出的来势汹汹……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新秩序正以前所未

有的动能挑战着旧秩序，世界足球版图加剧

震荡。

告别与迎新：是“众神的黄昏”也是“新神的黎明”

12 月 18 日，姆巴佩（右）与梅西在加时赛开始
前。新老球王的交接由此定格。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矜宜

这一夜，属于新球王梅西！这一夜，属于

等待了 36 年的阿根廷人！这一夜，无与伦比，

金杯璀璨！

从两球领先，到 97 秒内被绝平，再到加时

赛各入一球，最后点球大战分出胜负……一

场决战，几乎集齐了足球比赛所能上演的所

有桥段。

北京时间 12 月 19 日凌晨，阿根廷队通过

点球大战以总比分 7 比 5 击败卫冕冠军法国

队，队史第三次捧起大力神杯。此后，早已在

俱乐部层面拿下所有顶级荣誉的梅西，终于

完成了加冕球王宝座的最后一块拼图。

这或许是最完美的结局。在一半海水一

半沙漠的神秘海湾，28 天的鏖战、64 场激情对

决，首次在北半球冬季举行的世界杯热度持

续飙升，直至顶峰。

过去一个月，卡塔尔以足球之名，奏响

“冰与火”之歌，成了全球最耀眼的明珠。当大

幕落下，曲终人未散，下一个 4 年，让我们“接

着奏乐接着舞”……

————20222022卡塔尔世界杯综述卡塔尔世界杯综述

12月 18日，阿根廷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庆祝。 新华社发

12月 18日，获得世界杯金球
奖的梅西在颁奖仪式上亲吻大力
神杯。 新华社发

你永远可以
相信足球

以足球之名，
奏响“冰与火”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