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是!强队坟墓"#更是!体育之都"

喀山市市长伊利苏尔!麦特什接受文汇报记者专访

德国! 阿根廷! 巴西" 接连三支世界

冠军球队在卡赞卡河畔折戟沉沙" #强队

坟墓$ 喀山也结束了自己在俄罗斯世界杯

上的历史使命% &世界杯总有一天会离开

喀山" 但不会带走它给我们这座城市所留

下的%$ 昨天" 喀山市市长伊利苏尔'麦特

什在接受文汇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近年来

喀山举办了众多重要比赛 " !"#$ 年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让城市的整体水平上了一个

台阶" !%&' 年游泳世锦赛也起到了同样

的效果" 而世界杯的作用将更显著" &世

界杯不仅让来自全世界的球迷见识到俄罗

斯的热情好客" 更将帮助喀山迎来又一次

巨大发展($

连续多年高密度举办大型国际赛事"

本地拥有众多高水平体育俱乐部" 普通民

众的运动热情日渐增长" 喀山这座城市用

实际行动巩固着自己俄罗斯 &体育之都$

的地位( 与此同时" 在拥有越来越丰富的

体育产业资源和办赛经验之后" 喀山也已

经将眼光放得更远"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这座坐落于伏尔加河与卡赞卡河交汇处的

古城就将向着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

大赛引发民众兴趣" 政府
培育运动习惯

喀山市中心的步行街上有一家并不太

起眼的体育纪念品商店" 琳琅满目的世界

杯元素产品让装修老派的店面略显新潮"

但店主更愿意向游客们展示属于喀山体育

的那份厚重( !%&$ 年大运会) !%&' 年游

泳世锦赛等大赛的纪念章被放置在位置显

眼的玻璃橱柜中 " 而作为这座城市的骄

傲" 喀山红宝石足球俱乐部和雪豹冰球俱

乐部的周边产品更是占据着商品陈列的中

间位置(

&喀山的体育发展底蕴非常深厚" 我

们几乎拥有所有项目的职业球队" 并且这

些球队都曾经或正在创造辉煌($ 说起喀

山的职业球队" 麦特什如数家珍" 比如曾

在 !%%( 和 !%%) 赛季获得俄超联赛冠军的

喀山红宝石 " 曾三夺加加林杯 **+, 大

陆冰球联赛冠军奖杯+ 的喀山雪豹队" 过

去 && 年间只让联赛冠军两次旁落的泽尼

特男排" 以及享誉欧洲的尤尼克斯男篮"

&此外" 喀山迪纳摩女排) 辛特兹水球队

以及迪纳摩班迪球队 *冰上曲棍球+ 同样

都奋战于各自的顶级联赛" 并取得了非常

好的成绩($ 麦特什表示" 项目如此全面

且水平一流的职业俱乐部群体让俄罗斯大

众认可了喀山 &体育之都$ 的地位" 而喀

山没有固步不前" 举办高水平大赛成为了

新的努力方向" &大型赛事对于普通民众

而言有着无穷的魅力" 为举办大赛新建的

场馆也将给他们提供绝佳的运动场所($

过去十年间" 各种各样的洲际和世界

级赛事落户喀山( 根据市政府提供的一份

统计数据" 从 !""( 年起一共有 $& 项重要

赛事在喀山举行" 除大运会和世游赛外"

拳击世锦赛) 击剑世锦赛) 柔道世锦赛和

羽毛球欧锦赛都曾来到此地( 而在明年"

喀山又将迎来 !"&) 年世界技巧锦标

赛(

&通过大赛" 喀山的体育设施和

基础建设水平得到很大提升( 我们为

大运会所建立的 $" 座世界一流的体

育场馆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麦

特什表示" 这些体育场馆不仅让喀山

的职业球队获得了条件优越的主场"

也让普通民众找到了健身的好去处"

&比如 ,阿克-巴尔斯. 搏斗宫现在是

奥林匹克儿童青少年体育学校的基

地" 体操中心设有舞蹈培训和健身中

心" 网球中心早已对普通民众开放并

提供教练培训" 依托赛艇中心建立的

水上运动学校同样很受欢迎/$ 麦特

什认为" 大赛将引发民众参与运动的

兴趣" 政府再为他们提供运动场所去

培养这种习惯" &这就是喀山一直在

努力做的事情%$

体育让城市变得更完
善更有趣

&统计显示 " !"&$ 年大运会之

后 " 喀山只有约 !(-的民众经常参

加体育运动" 而如今这个数字已经上

升到了 .$-% 体育运动现在已经成

为了喀山市民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

麦特什显然对这一变化非常骄傲 "

&毫无疑问" 多年的努力让喀山的基

础设施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我们

更看重的是人的改变" 尤其是运动带

给年轻人的改变% 今天的喀山人乐于

与来自世界的优秀人才进行交流" 实

践创新 " 并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经

验%$

在街头公园里玩着滑板车和足球

的孩子们" 在各个体育中心门口等候

入场打羽毛球或网球的普通民众" 都

从侧面展示出了喀山的活力% 在麦特

什看来" 世界杯的举办给这座城市带

来了更大机遇 " &我们曾以为到

!"$" 年之前 " 喀山的游客数量都不

会超过 $"" 万" 但这个数字在今年就

已经被轻松突破% 我们一直在尽力"

使喀山成为更有趣的城市%$

喀山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些% 为了

迎接世界杯" 喀山仅在 !"&/ 年就修

建了创纪录的 &/' 条街道" 俄罗斯联

邦鞑靼斯坦共和国为此拨款 0& 亿卢

布" 是过去的两倍% 而今年" 修整道

路的耗资不少于 '' 亿卢布% 麦特什

表示" 世界杯不仅让喀山道路系统更

发达" 也让城市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

更完善" &近五年来" 喀山的公园总

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 现在一共拥有

&." 个公园和广场" 总面积约为 $0/

公顷 " 为此政府与市民一同种植了

&( 万棵树 % 这三年来 " 喀山公共运

输行业利用自有资金对车辆进行了大

面积更新换代" 现在我们拥有俄罗斯

最 ,年轻. 的公交车队% 过去两年"

喀山的酒店和旅馆数量也增加了两

倍% 就像我之前说的" 世界杯总有一

天会离开" 但却带不走这些道路) 公

园和酒店%$

喀山利用世界杯让城市建设又一

次提升到了新高度" 而这也将帮助俄

罗斯 &体育之都 $ 迎来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 % 也许在不远的未来 " 喀山

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奥运会的申办名

单之中%

#本报喀山 / 月 / 日专电$

!本报记者 吴雨伦

巴西曾与众不同#而今王朝已落幕
随着 & 比 ! 负于比利时" 巴西队

告别了本届世界杯%自 !""! 年问鼎世

界杯以来"&桑巴军团$ 在此后五届世

界杯上仅取得一次四强) 三次八强的

成绩%赛后"世界各大媒体纷纷聚焦于

此"他们认为"&五星巴西$是成功的代

名词" 然而前辈们成就的辉煌历史横

亘在每一代球员前进的路上% 巴西队

正深陷身份认同危机0 他们想要抛弃

过去"却迟迟未找到全新的自我%

除了一些夸张的假摔! 内马尔在

俄罗斯绝大部分时间表现出色! 但对

于巴西队并不够" 巴西队下半时拼尽

全力!但依然没有成功"而这仅仅只有

一个原因#巴西还不够出色" & 比 ! 的

比分听上去有些沮丧!却是合理的"

巴西拥有一个王朝所需要的一

切!但实际上!它已不再是一个王朝"

它依然有$巴西%这个响亮名字!它仍

能让热爱足球者露出满意的微笑!那

些黄色球衣和以往一样明亮! 但巴西

的足球已失去了一些光芒& 王朝是从

&)'( 年到 !""! 年间的 &! 届世界杯赢

得其中五次的那支球队&

巴西仍在昂首前进! 但我们也越来

越明显地发现! 它前进的步伐中出现了

恐慌!因为其他球队都在紧追不舍&他们

的个人能力依然突出! 却没展现出集体

性& 巴西困于其自由发挥的传统与更欧

洲化的当下&事实上!巴西正放弃过去的

自己!却未找到新的自我&这本该是对四

年前的自我救赎! 这一次巴西队踢得更

聪明! 更有组织性! 在某些方面更欧洲

化& 然而!它发现自己陷入了身份危机!

这是真正的王朝很少会碰到的&

辉煌的历史为巴西设立了高标准&

有些国家会为一次四强和三次八强而高

兴! 巴西人只会用闪闪发光的奖杯来衡

量进步&巴西会王者归来!依然充满竞争

力!依然引人注目& 但如果想再次成功!

巴西队必须找回自己& %&&'今日美国(

比利时队主教练马丁内斯赛前曾

说! 巴西队只有一项优势!$巴西已经赢

了五次世界杯冠军!有心理优势&%诚然!

历史的重要性在为巴西带来魔力! 让巴

西成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国家队& 一直

以来!巴西不仅是品味和风格的代名词!

也是成功的代名词& 风格和实战的完美

结合使得黄色球衣比其他颜色更耀眼&

看到他们就会想起贝利'罗马里奥'

罗纳尔多! 这些巨星曾点亮世界杯和许

多人的童年"无论你是球迷还是球员!潜

意识里一直相信#巴西是不同的!巴西很

特别" 马丁内斯是对的(((这样的历史

确实会起效果& 然而这份历史同样令人

生畏!那些伟大人物!那些辉煌历史!如

鬼魂般停留在所有球员的肩膀上! 提醒

你应该达到的目标!提醒你应该是谁!只

有胜利才算成功!其他一切都是失败&

但马丁内斯也错了& 巴西已五次赢

得世界杯! 但这支巴西队没赢得任何冠

军!且正处于这样的痛苦中&这正是历史

的两面性&随着巴西队再次落败!历史的

魔力也消失了& %%%'卫报(

今年世界杯四强都是欧洲球队! 这

并非巧合& 近四届世界杯冠军都来自欧

洲 & &))" 年被普遍认为是足球现代时

代的开端! 迄今举办的八届世界杯! 巴

西赢了两次! 欧洲包揽了剩余六届&

比利时在喀山取胜! 因为这是一支

更出色的队伍# 更好的战术' 更好的组

织' 更强大的意志' 更出色的处理压力

的能力! 在场上很多位置都拥有更好的

球员& 至少有一位主教练私下透露! 对

于非洲' 亚洲与北美球队! 无论经济'

影响力还是身体方面! 几乎不可能与欧

洲竞争! 这在南美身上也越来越明显&

欧洲国家如此有效地工业化发展青

训!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可与巴西和阿根

廷竞争!输出球员&欧洲其他较小的国家

可轻松模仿!国家规模不再是问题&欧洲

国家的球员和教练轻松出口到世界上最

好的联赛! 也能快速吸收世界最新的足

球与体育科学' 营养学和其他方面的发

展趋势&正是这让冰岛与阿根廷战平!让

比利时从四分之一决赛脱颖而出&

也正是这个过程让巴西在近四届世

界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都无法获得成

功&每次失败!只会增加下一次试图结束

无冠等待的压力& 那些身穿黄色球衣的

球员知道这一点& 过去的胜利是躺在他

们脚下的心理障碍! 阻挡着他们前行之

路!将他们笼罩在阴影中&

%%%'纽约时报(

喀山已经送走了德国队和阿根廷队! 内马尔的巴西队同样折戟于此& 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谷 苗

瑞典 ! 比 " 英格兰
*第 $" 分钟 马奎尔 "第 ')

分钟 阿里+

巴西 # 比 " 比利时
*第 /0 分钟 奥古斯托1 第

&$ 分钟 费尔南迪尼奥 乌龙球"

第 $& 分钟 德布劳内+

比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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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三狮比肩!老罗布森的孩子们"

英格兰可不是荷兰)意大利)德国"瑞典 ! 比 " 兵败四分之一决赛

能看见英格兰队在世界杯赢得点球

决战的这份等待" 或许比目睹中国队再

次冲入世界杯决赛圈还要来得更漫长%

打破长达 !( 年的&点球魔咒$"击败哥伦

比亚晋级八强后" 三狮军团的信心空前

爆棚" 但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瑞典人可

不服气" 毕竟这支平民球队从预选赛以

来一路淘汰了荷兰)意大利)德国"晋级

之路上躺满豪强尸首% 瑞典媒体为本队

助威之余" 也向三狮军团隔空喊话0&英

格兰人" 你们得知道取胜世界杯点球决

战的球队"在下一轮的胜率只有 !'-% $

瑞典一方引用的数据残酷而现实0

世界杯自 &)(! 年引入点球决战制度以

来"!' 支曾赢得点球决战的球队中 "仅

有六队赢下下一轮"排除 &)). 年决赛点

球胜出的巴西队 *因为无下一轮可言+"

01!. 恰好是 !'-% 但该数据还有一个值

得玩味之处"在可怜的六位赢家中"除了

#))% 年的阿根廷队连续打了两轮点球

决战 *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分别淘汰

南斯拉夫和意大利" 决赛不敌德国+"其

余五队均在下一轮通过 )% 分钟常规比

赛时间就拿下对手% 或许仔细看一下数

据"英格兰球迷也能找回一些自信%

无论数据倾向如何" 对场上两队都

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通过此前一系列胜

利"无论英格兰还是瑞典都信心十足%这

从首发阵容即可窥一斑"英格兰保持 ##

人不变" 瑞典队仅有两处变化也都与纪

律停赛有关0 右后卫吕斯蒂格累积黄牌

停赛被卡拉夫特替代" 而解禁复出的中

场核心塞巴斯蒂安-拉尔森则重回首发%

瑞典队的防守属性和硬朗风格决定

了这不会是一场好看的比赛" 开局如

人们预料" 英格兰理所当然地占有控

球优势"但也制造不出像样的机会%定

位球是打破密集防守的最佳方式"然

而直到第 $% 分钟英格兰才获得第一

个角球" 正是这个角球打破了场上僵

局232阿什利'扬罚出角球"英格兰高

点凯恩和斯通斯吸引了瑞典高大球员

的防守" 而名气最小的另一高点马奎

尔身边只剩对方前卫福斯贝里贴防"

占据身材和位置优势的英格兰中卫轻

松将球顶入球网4 索斯盖特上任后主

抓了点球和定位球专项练习" 此前几

战" 三狮军团在角球战术中都打出了

不错的套路" 本场比赛再度利用定位

球破门确实不算意外%

比分落后的瑞典队没有太多手段

组织进攻" 反倒在第 ') 分钟再失一

球%林加德禁区右肋起球传中"后点插

上的阿里再次利用头球打穿奥尔森把

守的大门% 高空球本就是瑞典队的生

存之道" 此前四战他们一直在防空战

里表现极佳"此役却连失两个头球"正

所谓&时也"命也$%此后发起猛攻的瑞

典队获得了两次不错的机会" 但均被

英格兰门将皮克福德神奇扑出%

终场哨响" 英格兰队以 ! 比 % 干

净利落地淘汰了瑞典队"继 #))% 年后

再次杀入世界杯四强% !( 年前"那支

被称为&老罗布森的孩子们$的球队"

拥有高效的莱因克尔)老辣的希尔顿)

感性的加斯科因) 铁血的皮尔斯和布

彻" 也被认为是现代足球时代最棒的

英格兰队% 而索斯盖特带领年轻的三

狮军团再一次回到半决赛的舞台"距

离奇迹"已经不再遥远%英格兰队球员与马奎尔 )中* 一同庆祝进球! 这支朝气蓬勃的三狮军团表现出了相当成熟的战术素养&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