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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或许许，，世世界界杯杯更更像像是是一一场场记记忆忆的的唤唤醒醒

终终老老皇皇马马？？可可情情怀怀不不值值钱钱啊啊C罗·浩

紫霞和青霞

与世界杯有关的记忆，与足球
有关的记忆，是太多人私藏的幸福。
拥有世界杯的夏天，就注定拥有欢
笑、眼泪、悲伤、失落、沸腾、疯狂。英
雄会老，夏天的记忆会像青春一样
回不来。

老李从事建筑设计，平日里除
了加班，还是加班，每天除了画图就
是改图，被虐千百遍却依然待工作
如初恋。老李不抽烟，不打游戏，有
限的时间里，他尽量都去陪孩子，虽
然我嘴上不说，但这个努力上进工
作、用心陪伴孩子的男人，在我心里

堪称完美。
但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也让

老李觉得索然无味。有世界杯的日
子，全然不同。老李白天在单位紧赶
慢赶，争取晚上7点左右到家，吃点
饭，便在电视机前，跟随足球的节
奏，遗忘周边的一切。

每每这时，看到老李日渐发福
的肚子，我突然想起1999年的夏天，
我们初一，被分到同一个班，他是班
长，不用多看一眼，我便被这个男孩
吸引。那个夏天，他13岁，我11岁。

我听他唱歌，看他认真做作业，
看他做班长的样子，我的眼里洒满
了星星。而最让我痴迷的，是老李和
伙伴们在球场上踢球的样子，那时

年少，少年们穿上球服，在操场上奔
跑，女生们则围在操场外，加油呐
喊，眼睛一刻不离自己喜欢的男孩。

我问老李，世界杯对你意味着
什么？他说，可能是致敬曾经年少似
火的一种情结吧。

我相信很多球迷和老李一样，
世界杯更像是一场记忆的唤醒。
1998年法国世界杯，贝克汉姆从一
脚美丽的贝氏弧线，跌落至“辜负国
家和家庭”的深渊；2002年巴西世界
杯，巴蒂斯图塔哭了，当时33岁的潘
帕斯高原战神的最后一次世界杯，
止步小组赛，梦碎绿茵场；2018年俄
罗斯世界杯，最受期待的夺冠热门
阿根廷和葡萄牙无缘八强，足坛两

大超级巨星梅西和C罗成为球迷心
中的悲情英雄，董路说：“世上本就
没有完美的事物，你们已无限接近
完美……英雄注定孤独。”

世界杯见证了成功与失败，见
证了衰老与年轻，见证了意外与奇
迹，见证了泪水与感动。那些疯过、闹
过、哭过、笑过的记忆，都会在这个夏
天被再次唤醒。

夏夜的月光里，看着球场上发
生的故事，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
中年，从中年到老年，或欢欣鼓舞，
或黯然神伤。

我突然想起那首歌，“怀念啊我
们的青春啊，昨天在记忆里生根发
芽……” (媒体工作者 周霞)

在俄罗斯世界杯上，巴西
球星内马尔成为了焦点人物，
他贡献进球、贡献助攻、贡献过
人，同时也成为了重点看防对
象，一次次被对手侵犯。但是，
内马尔倒地之后的夸张表现，
比如在地上打滚几圈，引来了
不少足坛名宿的批评。

而据法国媒体RTS体育的
统计，世界杯4场比赛，内马尔
在地上翻滚的时间，足足有14分
钟。此外，内马尔与墨西哥的比
赛，在地上翻滚的时间最多，一
共用时5分30秒。而他被拉云踩
了之后，足足翻滚了2分多钟。

4场比赛，三场小组赛外加
一场16强的比赛，内马尔全部首
发打满全场，一共被对手侵犯了
23次，场均被侵犯6次。折算起来，
内马尔每次被侵犯之后，他将花
费36秒的比赛时间。 (路易)

预预告告

7月6日 22:00
法国VS乌拉圭
7月7日 02:00
巴西VS比利时

四分之一决赛

花絮

出场费1 . 3万美元
都堵不上老马的嘴？
称国际足联是小偷

阿根廷回家后，马拉多纳
转而支持哥伦比亚。

马拉多纳对16强哥伦比亚
VS英格兰一战中的裁判判罚
很不满，他认为判给英格兰队
的点球是子虚乌有，并称国际
足联和裁判是“小偷”。

在采访中，老马称现在的国
际足联依旧“陈腐且弄虚作假”。

在老马这番言论后，国际足
联在5日发表声明回击：“马拉多
纳的言论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本次世界杯期间，马拉多
纳的身份是国际足联官方大
使。据悉，他的食宿以及看球等
花费都由赞助商和国际足联买
单，出席每场国际足联活动的
收入约为1 . 3万美元。

不过，老马好像并不觉得
“吃人嘴短”。

他在禁烟的球场内抽雪
茄，在阿根廷战胜尼日利亚的
比赛中竖中指，还上演了看台
晕倒的一幕。

对于老马的行为，国际足
联竞赛部主任史密斯近日就公
开表示，希望他能文明观赛，“请
这位神圣的阿根廷‘10号’还是
务必要注意观赛时的言行。”

内马尔另类数据
倒地翻滚用时14分钟

数说

本以为忠孝仁义值千金，才明白
江湖问路不问心。世界杯暂休一天，平
静的赛场外却传出了劲爆的消息：C罗
可能转会尤文图斯。对于这消息，皇马
高层不置可否，尤文高层则表示C罗在
体检了。看来很可能是真的。

我感到震惊，C罗虽然33岁了，可
状态一直很好，不久前还带球队夺得
了欧冠，这个节骨眼想把C罗卖了，图
啥呢？

弗洛伦蒂诺的算盘我是猜不透的，
或许他是想趁C罗状态还未下滑时，赶
快高价卖出换个好价钱。或者，他准备
从世界杯冠军队伍里买个人，把他塑造
成下个C罗，所以不需要C罗了。外媒
称，让C罗伤心的，是俱乐部只设置了1
亿欧元的违约金。要知道，内马尔转会
大巴黎就2亿多。1亿多的违约金也太瞧
不起C罗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皇马这
样众星云集的俱乐部，老将很少能得
到“善终”。功成身退的少，扫地出门的
居多，古蒂、劳尔、卡西，功勋老将离开

时，背影都是那么狼狈。如今C罗也有
可能重蹈覆辙。我想，老佛爷如此做，
一定是把俱乐部的利益放到了首位，
球员的感情，球迷们的情怀，都是浮云
吧。

一个人一座城，像狼王托蒂那样，
只效力一支球队的故事，在世界足坛
实在是太少了。为何他们不能终老于
心爱的球队呢？当亨利离开阿森纳，当
卡卡离开米兰城，当哈维告别巴萨罗
那，心爱的球星离去，我感受到的只是
一阵落寞。然而于C罗或许更加残忍，
其他球星是因状态下滑不得不告别，C
罗则是在巅峰时刻被送走的。

商业足球没有眼泪，终老皇马或
许只是幻梦。如果真的要分别，我要喊
一声，就给C罗一个体面的离开吧。

(本报记者 杜鸿浩)

足足球球和和家家人人掉掉水水里里先先捞捞谁谁，，同同样样难难选选择择
在尼日利亚和阿根廷进行的比

赛之前，尼日利亚队长、天津泰达球
员米克尔的父亲遭到了绑架，绑匪
警告他不要将事情告诉任何人，否
则就枪杀他的父亲。为了国家队的
比赛，米克尔在比赛前没有将此事
告诉教练以及尼日利亚足协，强忍
着悲痛完成了比赛，直到当地警方
成功解救其父亲，他才向媒体证实
了此事。

不管是谁遇到这样的情况，内

心都会备受煎熬，可即便迷惑和不
知所措，米克尔为了不让1.8亿尼日
利亚人失望，把这件事从脑海中抹
去。他说，当时他不想和教练讨论这
个问题，因为他不想让其他人为这
场比赛而分神。

在绿茵场上驰骋的球星，他们
强壮、坚毅、勇敢，但回归到生活里
也有各自的角色。一个男人，可能是
父亲、是丈夫、是儿子，他们也都有
爱着的家人和承担的责任。在挚爱

的家人遇难时，作为儿子怎可能不
挺身而出，但如果无法兼顾的另一
边是国家队的比赛呢？米克尔选择
了1.8亿尼日利亚人的期待，将父亲
的遭遇化成悲痛埋藏在了心里。

我不知道他是顶着怎样的压力
在比赛，只是回头看看拼命从阿根
廷人脚下抢断的他，足以被称为真
正的战士，这样的称谓无关乎比赛
结果。

前几日，瑞典与瑞士的淘汰赛

与瑞典队长格兰奎斯特妻子的预产
期“撞车”。这可以说是一个幸福的
烦恼，但当真正下定决心时，却会亏
欠一方。比赛当天就是妻子的预产
期，两者之间，格兰奎斯特和米克尔
一样选择了比赛。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家人，
也没有人会因此责备他们。既然选
择了比赛，我想也没什么后悔的，不
如就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更加爱护家
人吧。 (本报记者 李震)

皮尔洛·震

我爸看球睡着了，可他也年轻过呀诺伊尔·野

连续熬了二十几天夜了，这两
天我终于在凌晨一点之前睡了个
觉。作为一个合格的伪球迷，在世界
杯期间，我调整了作息，保证每天能
看完第一场球，第二场能看下半场，
这样的结果就是第二天困得不行。
可真的没球看了，就会想：晚上干点
啥好？

看球的时候，我总是羡慕场上
球队的球迷们，能在这样的盛会上
看到自己国家的球员比赛，该多幸
福啊？2026年世界杯有48个名额了，
希望那时候能有中国队，到时候熬
夜也能熬得有激情一些。

西班牙和葡萄牙那场比赛时，

我和几个网友在群里聊天，当然大
家都是伪球迷，聊得不是那么专业。
其中一个网友说：“我喜欢葡萄牙
队！葡萄牙今晚肯定赢！”另外一个
群友说：“那你能说出除了C罗外，葡
萄牙队随便一个球员的名字吗？”群
里五分钟没人说话，场面一度十分
尴尬。我心想：C罗的全名我都说不
上来。

对于场上球星的陌生，并不影
响我对世界杯的热爱。硬要说喜欢
哪个球星的话，我比较中意诺伊尔，
作为一个门将，他总是出现在中场，
让我觉得他很有个性。一想到他作
为卫冕冠军的队长，结果德国队小

组赛没有出现，决赛还要回到俄罗
斯把大力神杯交到冠军手里，就很
心疼他。

我爸算是铁杆球迷，但毕竟年
纪大了，白天工作也累，德国对韩
国那场比赛他就睡过去了。凌晨一
点半，他突然醒了，打开客厅的电
视，表示不能再错过巴西的比赛。
塞尔维亚和巴西的比赛半场结束
后，我从房间里走出来，看到客厅
的电视正在播放是韩国和德国的
比赛，我爸看得津津有味。我说第
二场比赛都开始了，怎么看了半场
录像？他说：“本想看会录像就换
台，没想到一下又睡过去了，醒过

来就睡迷糊了，忘记换台了。”当时
我觉得我爸有点搞笑，但脑子里突
然蹦出了我爸大学时身穿一身蓝
色球衣的照片，照片里他的英姿飒
爽不输吉鲁。

不管是铁杆球迷还是伪球迷，
我觉得世界杯是我平静生活里的调
味剂。或是三五好友，桌上摆满烧
烤，或是父子爷俩，一人一罐啤酒，
谈天说地，聊聊比赛，聊聊生活趣
事，同时看一场精彩的比赛，真是不
可多得的美妙夏夜。不懂球的我，却
爱看球，凡事都讲究重在参与，看看
热闹也是好的嘛。

（本报记者 袁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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