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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都
去
哪
了

不知不觉，世
界杯的小组赛已经
接近尾声；不知不
觉，4年一度的盛宴
就这样过了一半。

我不知道你的
世界杯印象是从何
开始的。但是我们
的记忆深处，一定
有着马拉多纳的上
帝之手，一定有着
巴特兹的光头；一
定有着3R的所向披
靡，也一定有着伊
涅斯塔的一剑封
喉。

但这些脑海深
层的记忆，都是4年
4年堆积出来的。时
间是一把最锋利的
刀，它让你从年少
懵懂到年高德勋。
但唯一不变的，是
我们对足球的热
爱。

我们用时间伴
随了明星的成长，
这些在赛场上大放
异彩的球员，也在
用自己曾经的定
格，向我们宣告着
时间的无情。

时间都去哪
了？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世界杯球星也曾是小粉丝
世界杯是球星的诞生舞台，当绿茵场上球星们的努力正激励着

越来越多的孩子爱上足球，人们却不知，他们的足球生涯同样始于
另一段足球情缘。翻开现役球星的童年相册，你看你看，那么多昔日
球星的脸，正在照片中微笑。

凯恩结婚，小贝成媒人

两个点球，一个脚后跟进
球，以共计5球暂列世界杯射手
榜第一……三狮军团里，队长
哈里·凯恩依然是最闪耀的那
个人。

一样的帅气脸庞，一样的
沉稳淡定，只不过，更多了几分
稳定和幸运。看着他，你会不会
想到另一个英格兰传奇贝克汉
姆？

小贝和凯恩，两代英格兰
足球队领袖，他们的缘分却始
于13年前。近日，小贝上传社交
媒体的一张照片揭秘了这段缘
分。

照片拍摄于2005年3月格
林威治贝克汉姆学院开学典

礼。照片上，年轻帅气的小贝左
手搂着一名憨态可掬的小男
孩——— 那正是11岁的凯恩。眼
神中带着见到偶像的狂喜，谁
能想到，当年和小贝握手都怯
生生的小男孩，如今会撑起英
格兰的希望？

更有趣的是，同样出现在
合影中，小贝右手那名名叫凯
特的女孩如今已是凯恩夫人。
和青梅竹马的同学凯特在去年
成婚，如今，两人的爱情结晶都
已经一岁。而小贝，也在无意之
中成为两人爱情萌芽时的见证
人。

除了“证婚人”，贝克汉姆
更是哈里·凯恩从“毛头小子”
成长为巨星的见证者。早在
2015年，小贝在接受采访时就
直言凯恩应被选入英格兰代表
队，“作为一名英国人，看到了
凯恩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看
到他在赛场上的优秀表现，还
有在本赛季交出的成绩单，我
不得不说，他有着清晰的头脑，
训练也非常刻苦，我想他的前
途不可限量。”彼时凯恩年仅21
岁。巧合的是，贝克汉姆也是在
这个年纪首次入选了三狮军
团。

小小贝贝与与凯凯恩恩。。

格子当球童，跟齐祖索签名

因为踢球，很多球星从小
就有机会担任世界大赛的球
童。在场边看偶像们踢球，见
证主队赢球、夺冠的高光时
刻。正是这样的经历，如同一
颗种子，让他们将梦想埋藏心

间，使他们的足球梦更为坚
定。

1998年法国世界杯期间，
7岁的格列兹曼跟着小伙伴来
到法兰西足球场。彼时，小小
个子的他刚迷上足球，能和小
伙伴一起见到心中偶像齐达
内、亨利、巴特兹等球星，是他
最大的梦想。围绕在齐达内身
边索要签名，谁承承想，20年后，
当初矮小可爱的他会身穿7号
战袍，与法国队一起出征俄罗
斯。与其说这是法国足球文化
传统的传承，不如说是偶像给
格列兹曼带来的足球梦想。

儿儿时时担担任任球球童童的的格格列列兹兹曼曼。。

内少爱合影，邓加大罗都是贵宾

当粉丝遇见偶像，合影是
必须的事。但你知道现役球星
里，谁是合影帝吗？巴西天王
内马尔当仁不让。

年少成名，内马尔比同龄
人更多了许多与当红球星接
触的机会。4年前因伤告别巴
西世界杯，当时，贝克汉姆就
曾发出一张两人合影的组图，

鼓励内马尔。其中，有内马尔
与巴西队集训期间所拍，也有
小贝在效力洛杉矶银河队时，
与穿着美职联球队纽约红牛
球衣的内少合影。而第三张，
就是当初内马尔作为粉丝和
偶像合影的照片。而作为合影
狂魔，内马尔合影过的巴西本
土球星就更多了，邓加、罗比
尼奥以及大罗都曾是内马尔
镜头前的贵宾。

“ 治 天 下 者 ，必 先 立 其
志”。偶像的力量绝对不能忽
视。球星小时候与偶像的亲密
接触，于是他们成为了别人的
偶像，并影响这新的一批小球
迷。“激励下一代人”，这是当
初伦敦奥运会的口号，却更是
足球带来的魔力。

内内马马尔尔与与罗罗比比尼尼奥奥。。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梅西米克尔“相杀”十余载

天助自助者。随着阿根
廷队在比赛最后时刻死里逃
生，梅西也用关键战上的进
球，在近来各界的指责声中，
为自己迎来了喘息机会。开
赛之前被人们热议的阿根廷
与葡萄牙之战，也随着这两
支球队同样进入淘汰赛上半
区而有了些许可能性。在与
克·罗纳尔多这场可能是毕
其 功 于 一 役 的 比 赛 发 生 之
前，梅西先跨过了那位与他
在足球梦开始的地方携手出
发的另一位天才，米克尔。

梅西的“国字号”生涯中，
写满了尼日利亚队的名字，他
所获世青赛和奥运会的金牌，
决赛对手都是尼日利亚。时间
拉回到2005年世青赛，两队会
师决赛，梅西打进两球击败对
手，并荣膺赛事金靴奖与金球
奖。米克尔在决赛中送出助攻
一度帮助球队扳平但还是功
败垂成，但人们对于他的期许
并不亚于梅西，毕竟决赛上他
像齐达内般指挥调度，一度带
领着球队全场占优。

在人们对两名超级进攻
手未来的对抗充满期待时，命
运的机关开始运转。世青赛结
束不久，梅西获得了国家队处
子秀和代表俱乐部出战欧冠
联赛的机会，由此开启了自己
荣誉等身的职业生涯。同年，
经过曼联与切尔西的明争暗
斗后从挪威联赛加盟蓝军的
米克尔，被时任主帅穆里尼奥
逐步改造成干脏活累活的工
兵，在首发和替补之间游移不
定。

此后的两人并非没有交
集。2012年欧冠半决赛上，进
攻越发退化的米克尔成功盯
防梅西，代表切尔西在与巴萨
的苦战中居功至伟。再加上与
拜仁的决赛，尼日利亚人用堪
称俱乐部生涯最佳的3场发挥
耗尽全部天赋，在随后几年扮
演“边缘人”的角色后离开英
超豪门，转战中国。梅西则依
旧是那个站在巅峰的梅西，尽

管质疑从未离开过他的耳畔，
但争取荣誉的脚步始终跋涉
不停。

两条原本渐行渐远的轨迹
在本届世界杯上重新交会。在
对各自来说都是出线生死战的
交锋上，同样31岁的两位10号
队长，似乎都找回了13年前争
强好胜少年的模样。从开场第4
分钟的短兵相接开始，两人的
攻守对抗不断，米克尔早已不
是当年齐达内一般的进攻天
才，尽管付出了不知疲倦的跑
动和全队最多的成功传球数，
却还是在最后时刻错失出线
权。梅西在开场建功后，脚步也
同样沉重，但幸好球队度过低
谷期后重整旗鼓，在最后一波
攻势中见效，把握住了微弱的
出线机会。

这就是足球，无论你自己
有多么努力，没有与队友的同
频共振，任何胜利都无从谈
起。而对于曾经齐名的两人，
如今再次错身的命运，对彼此
来说是否公平？也许这从来就
是一个伪命题。体育世界里的
每一对双雄、双娇，并不是天
选或者由媒体指定的，而是在
时间见证下大浪淘沙的产物。
试问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的

“四大才子”，除了梅西、克·罗
纳尔多，剩下的卡卡和鲁尼如
今又在哪里？

舍甫琴科与雷布罗夫、罗
本与凯日曼、拉姆与欣克尔、
内马尔和甘索，足坛的一对对

“双子星”，就像你人生中那些
曾并肩前行的人，不知道什么
时候就不见了……如今C罗与
夸雷斯马这对少年英雄在职
业生涯暮年又重新合体的，都
已算是凤毛麟角。

人生也是如此，当你以
为你是与梅西交相辉映的“C
罗”时，但实际上你只是“米
克尔”（此处并非不敬），就算
相遇，也并不是把酒言欢，只
是朝着不同方向前进时的擦
肩而过罢了。梅西在等来葡

萄 牙 巨 星 之
前，先等到了
米克尔，不知
道 这 走 着 走
着 就 散 了 的
两个人，在90
分 钟 命 运 瞬
息 万 变 的 硝
烟里，是否有
那 么 一 瞬 间
从 对 方 身 上
看 到 了 曾 经
的自己？

CC罗罗与与夸夸雷雷斯斯马马。。

梅梅西西与与米米克克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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