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战美食让我过把瘾
出场人物!多年伪球迷!怀冰视觉工作室设计师田沐

我已伪球迷多年，周边朋友们逢到
重要赛事所谈多是足球，不看球很不入
流很没面子，起起哄凑份热闹也好。偏偏
这重要赛事总在地球另一端，总是要在
半夜举行，连夜奋战，人的胃口自然和白
天有些差异，加上看球时很兴奋，一些口
味浓烈、刺激的食物，成为球迷们的“心
爱”之物：啤酒、花生、毛豆、爆米花、烧
烤、鸭脖……男女都爱。

2012年欧洲杯时一场西班牙对葡
萄牙的比赛，高手对决必定精彩，尽管是
在凌晨2点45分开始，我也下定决心
要看。这天早早下班回家弄了几个下酒
好菜，冰好了啤酒，晚上边吃边喝边等，
熬到12点多，又煮了碗面下肚，觉得很

踏实，只等开赛了，又想如果躺着看岂不是
更舒服些？于是便躺在了床上。终于等到两
支球队入场，唱两国国歌，裁判抛硬币确定
谁先开球，一声哨响，场上球员们跑动了起
来，看到这时我总算松了口气，酒足饭饱，
倒头便在解说声里睡了过去……待到一觉
醒来，见场上比赛已过90分钟，加时赛都
已到尾声，比分还是0：0，我暗自庆幸———
这一觉睡得竟然啥都没耽误！继续看接下

来进行的最为激动人心的点球大战，最终
西班牙以4：2淘汰了葡萄牙队。

做个伪球迷自有诸多乐趣，看球是一
种欢聚，可以一帮人喝着啤酒边看边喊，也
可以独自在电视机前啤酒就着“花毛一体”
（花生毛豆拼盘），随着球场上的情势忽而
狂喜忽而揪心、黯然……精彩的赛事往往
惊心动魄，即便不懂也过瘾，赛况不过瘾，
至少边看比赛边饕餮美食让我过了瘾。

从熟悉到陌生
出场人物!交通电台"交广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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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我的世界杯从1986年开
始，家里12英寸的黑白电视，挤
了好多人，基本都是爸爸的同
事，小朋友我才知道有种比赛叫
做“世界杯”，这样的足球才够
“赞”，男人看的。

1990意大利，迄今为止一
直未消的疑惑是那年唱主题歌
的歌手到底是GG还是MM？
谭咏麟后来把这歌翻成了中文
版《理想与和平》，你会唱吗？

1994美国，吉祥物是一只
有点像 SNOOPY的狗狗，叫
做射手。那时足球流行的是防
守反击战术，0：0，0：1是每日
的标配。天气热球很闷，意大利

的罗伯特·巴乔告诉我：男人留
小辫也不会娘炮，除了踢球还
能忧郁。那时蓝色的意大利在
SONY的彩色电视里分外好
看。

1998法国，在之后十年里
称霸五大联赛的超级球星们横
空出世了，最佳射手给了罗纳
尔多，齐达内那时候头发还不
算少，那一年传奇教练米卢执
掌尼日利亚队在小组赛里3：2
把西班牙生生给灭了。那年家
里的电视机没换，因为我爱上
了在酒吧里看足球。

2002年是世界杯中国用
户体验最好的一年。李大眼和
马德兴还不吵架，中国的裁判
还能去日韩执法世界杯，国内
的球员还都能去欧洲踢联赛，
其实中国也不是最菜的，因为
沙特让德国战车干了个 8：0，
呵呵。2002年常州开始大规模
城区改造了，要找小伙伴看球
发现同学录上的宅电都打不通
了，都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

宝宝，足球再也不是全部了，看球
的队伍有点落寞了。

2006年德国世界杯，德国人
怎么没拿出咸猪手做吉祥物呢？
卡纳瓦罗、内斯塔和布冯，他们伴
随着中国籍解说员黄健翔“伟大
的意大利左后卫，意大利万岁”的
高喊成就了第四度捧起冠军奖杯
的意大利。那年的主题是告别，里
皮辞职，菲戈、卡恩、齐达内都离
开了，独守着42英寸等离子的我
觉得那些人脸不再熟悉了。

2010年南非的比赛仿佛就
在昨天，这届比赛中上世纪70年
代出生的球员基本都成了拖油
瓶，足球越发年轻有活力。

2014年，我坐在这里，细数
着我的世界杯，挑选着我仍钟爱
的球队看他们的比赛，尽管队员
的名字不是那么熟悉了。家里爸
爸和我各自守着各自的客厅，对
着各自的42英寸的平板电视，耳
边有首《陀飞轮》响起，陈奕迅“陈
医生”唱最后一句：在时计里看破
一生，渺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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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叉的世界里，
我们要学会用筷子分享
出场人物!爱体育的象牙浅刻艺术大师萧剑波

据说
足球的发
源来自中
国 的 蹴
鞠，尽管
英国绅士
们不乐于
接受，但
小小的足
球玩转了
蓝色星球
地球人都
知道，就
像中国的

四大发明给世界带来了深刻变化，足球对
人类的贡献毫不逊色。

世界杯成了足球的代名词，尽管其它
运动项目也有世界杯。有人说它的影响力
超过了奥运会，此次恰在五星巴西举办就
更具魅力了。

足球始终吸引着世人的眼球而长盛不
衰，是因为世界杯早已超越了运动竞技的范
畴。我不是纯粹的球迷，但我喜欢足球文化、
足球艺术。马拉多纳从半场晃过五个防守队
员把球攻进英格兰的大门惊世一绝，贝克汉
姆踢出一道道彩虹般的任意球令人惊叹，卡
希尔抛开一切杂念的凌空抽射精妙绝伦，范
佩西奋不顾身的鱼跃头球誉满全球，梅西在
伤停补时刹那间力挽狂澜犹如神来之笔，这

些都变成了永恒的画面定格在人们的记忆
中，世界杯的神奇在延续着。

足球是世界的，更是属于球迷的，在每
个洲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诠释了不同地域的
文化。欧洲足球的强悍与绅士之美，南美足
球的技巧与桑巴之韵，非洲足球的粗犷与
野性之气，亚洲足球的细腻与灵巧之秀，丰
富多彩的足球文化增添了足球艺术的魅
力，看世界杯就像享用世界文化大餐。

足球是十一人联合作战的艺术，价值
连城的球员组成的球队不一定是优秀的球
队，西班牙王朝的轰然倒下，C罗团队的黯
然神伤，他们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只有失
败者自己才知道，也许只是内乱而不存在
外患，战胜别人首先要战胜自己，就像哲人
提醒着我们足球以外的思索。

虽难以启齿，但谈到世界杯就不得不提
起我们的中国足球。我们不奢望马上成为世
界一流球队，但中国也不能一直当世界杯的
看客啊。此次亚洲一流球队伊朗队与世界强
队阿根廷队的比赛很精彩，本来只想看半场
球，但伊朗队的表现让我有一千个理由看满
全场，伊朗球员骨子里透出不畏强者的犟，
气势几乎压过阿根廷，令亚洲人钦佩。其实
中国足球就是缺乏这股劲儿。给点时间多点
坚信，我们为中国足球加油！

世界杯的比赛渐入佳境，豪门盛宴正当
其时，我们不但要学会用刀叉去食用，更多
的要用筷子去分享，我们期待什么？你懂的！

看球史，就是青春史
出场人物!市委宣传部文改办主任!业余足球队后卫游镇坚

1986年墨西
哥世界杯，父母亲
请了亲戚在我家为
我过十岁生日。大
家围坐在 14英寸
的黑白电视机前看
《上海滩》，三叔说
要看世界杯。这是
我第一次观看。

1992年，我上
初二，用班费买了
一个足球并由我保
管。从此，每天我都
会抱着球在场上飞

奔。和班上另外两个同学号称“荷兰三剑
客”，而我自夸“辫帅古力特”。
1994年美国世界杯，我已经明白什么

是“越位”球、什么是“反越位”球，也懂得“香
蕉球”、“撞墙式过人”等一些专业术语了。

我看得最爽的世界杯是1998年法国世
界杯。那时我正读大二，已经成长为我们系队
的中场核心了。那年国际足联第一次把参加
决赛的队伍从16支扩大到32支，看着自己
心爱的球队还有球星在场上挥汗如雨，我恨
不能钻到电视里去。外星人罗纳尔多、忧郁王
子巴乔、战神巴蒂斯图塔、盘带大师齐达内，
这些响当当的名字代表了那个时代。晚上看
球，白天踢球。我的球技得到了很大进步。

除了看球踢球，我们还如饥似渴地学
习着足球各方面的知识，从足球的历史到
发展，从战术配合到排兵布阵，从球星的表
现到球星母亲妹妹邻居家养的那条狗的名
字，无一不是热议的话题。那个时候的男生
谁要是不看足球、不聊足球，大家都会觉得
他不男人；那个时候的女生你要是稍微聊
点足球，即使再丑，也会有男生把你当女
神（当然我肯定不会）。那段时间学校附近
的录像厅你再也找不到类似《慈禧的秘
密生活》这样的文艺片，全都是世界杯的
各个场次的比赛，你爱看不看。
2002年之后的世界杯，随着年纪

增长，家庭和工作压力的增加，关注已
经不像从前了。但对于一个始终没有
离开球场的足球爱好者，我依然热爱
着世界杯，有选择地看一些重要场次
的比赛，必须的。凌晨一边看比赛、一
边通过QQ、微信与球友们分享自己
的看球心得，很享受过程。
小组赛即将结束，世界杯日渐

精彩，但我总觉得还是以前的世界
杯更好看，看球史，就是青春史。不
知今年巴西世界杯会给球迷带来
怎样的回忆。还会有类似巴乔的
眼泪、齐达内的神奇头顶、欧文的
灵光一现、罗纳尔多的疯狂进球
吗？我期待着！

女球迷的段位
出场人物!公司职员马联平

足球让女
人走开的时代
已一去不复返，
现在是：女人看
球不仅很内行，
而且很时尚，我
们享受着人与
足球“天人合
一”所带来的惊
艳、惊喜、惊险
与惊奇。

当然，女人毕竟和男人来自不同的星
球，女球迷很喜欢谈八卦找乐子，关心一些
花边新闻，留意明星帅哥的一举一动。譬
如，球星进球得分后庆贺的表情与举动，范
佩西是飞奔到球场边与教练范加尔击掌共
庆，罗本是双腿跪贴草坪自由滑翔，哥伦比

亚队是集体欣喜若狂地在球
场上跳起了广场舞，坎贝尔是
把足球放入肚前，用球衣包
住，酷似孕妇，萌态可掬，梅西
则是挥舞着握紧的拳头，低
头长啸。

还有，一些球员的名字
很有意思，如克罗地亚队与
波黑队的球员，绝大多数名
字中带有“奇”字；无独有
偶，希腊队的队员，至少有
10位最后一个字是“斯”。

作为地球人，想要置
身世界杯之外谈何容易？
女人看球，从这场内涵丰
富的足球盛宴上，分得了
一杯羹的欢乐。

全民足球派
出场人物!市社科院研究员苏刚

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场内你争我
抢、长传冲吊，场外小伙伴们更是忙得不
亦乐乎，看球、评球、博球，还有些男人只
是为了借机泡酒吧、喝扎啤，女人们也不
是局外人，除了少数铁杆，她们本身就是球
场外的一道风景，男人们为了一个世界杯
流泪拼抢，却发现球场内外有无数的A、B、
C、D杯，她们以世界杯的名义美化生活、厚
待自己。
在我看来，女人们即使看球其动因也不

同于男人，一位女性球迷的QQ签名———看
世界杯，我只看帅哥。她们要看的是光头或
怪发、面孔或四肢、表情或动作，贝勒爷汉姆
身上集聚的男神要素比一般人多，所以被粉
率也高。有“巴神”之称的巴洛特利，在意大利
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绝杀对手，但这位“神与
脑残”混合而成的球星实在入不了外貌协会
会员的明眸。倒是场外看台收到巴神一记飞
吻的超级混血名模范妮，吸引了众多同性乃
至异性的目光。
不少人关注的是足球之外的花边新闻，比

如有人建议增加南极洲赛区让中国队和企鹅
队争夺出线权，有人对学霸球员追捧有加，丹

麦 AB队主力门将
尼尔斯·玻尔曾于
1922年获得诺贝尔物
理学奖，巴西著名国脚
苏格拉底是医学博士，还
有中国球员———甲A联赛
足协杯双冠王宿茂臻是英
国索尔福德大学管理学硕士
……就连动物们也不甘寂寞，
虽然“预测帝”章鱼保罗作古，
但是巴西海龟又来凑热闹，让人
怀疑是不是进入了“神兽时代”。

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
是麦克风、解说员，在全民解说、全
民侃球的一片喧哗中，“90后”甚至
“00后”已经挤在了电视机前评头论
足。场内是新人的，场外更是新人，我顿
感自己已经不真正属于世界杯了，当我
们纠结于文科、理科和工科的选择时，一
个声音传来———大叔，那是波黑球星。

波黑？几时扶正上位的？
好吧，我认了，已老了，从此转移关注点，

开始讨论桑巴女郎。

世界杯来袭，早上醒来，揉
着眼睛一刷好友圈，平常只顾
捧着iPad看韩剧的女友们，三
句不离世界杯，搞得那些不怀
好意的大叔，在微信下欣欣
然。可看着她们的评论，我差
点笑掉大牙，长得漂亮有什
么用，你连荷兰队和河南
队都搞不清，也好意思自
称球迷？

身为一个看球 14
载、又罢看12载的女
球迷，优越感油然而
生。

打开电视，正
好是意大利对英
格兰下半场。虽
说“意大利男模
队”质量下降
已然成了“意
大 利 劳 模
队”，可像我
这样从“平
行还算越
位”、“边
裁还叫
巡 边
员”的
时代

就是球迷的人来说，怎会如此
肤浅地以貌取人呢？

冷静地欣赏了 15分钟，
不无遗憾地在微信圈里写道：
“十二年不看球，一切都未改
变。意大利防守起来还是那么
固若金汤，英格兰进攻起来还
是那么简单粗暴。英格兰防守
队员的回撤意识还要向意大利
人再学一百年。争取远射和前
场定位球吧，那是撕开意大利
防线的最后机会！”果然，一石
激起千层浪，却发现全是女友
们崇拜的眼神。“哇，我喜欢意
大利的帅哥！”“难过，鲁尼不萌
了。”稍有照顾我情绪的，写个
“你好专业啊。”然后，没了。真
没了。一个大叔都没出现。

想起多年前，我与足球队
前锋讨论什么样的假动作最有
效，与足球队队长讨论最新流
行的阵型是 442还是 532，然
后，我成了他们的编外教练，然
后，看着他们与场外含情脉脉
的少女们牵手走在夕阳下。

少女不懂足球，但是她懂
得如何欣赏足球队前锋。

这就够了。
如今的媒体，早已不只做

战术分析。比赛尚未打响，各路
“足球帅男TOP10”之类的排
行榜，就比世界杯对阵图流传
得更加疯狂。

足球需要女性的眼光，以
使它充满了黑白以外的瑰丽色

彩。而我却一脸悲愤地计较着
英格兰的角球为什么总是起高
球而不打配合。

想起金庸笔下那些会武功
的女人，最可爱的永远是三脚
猫功夫的“小师妹”，玲珑心的
黄蓉就已经稍逊一筹。若练至
绝高化境，也就只能关在古墓
里当当传说中的林朝英了。最
可怕的是，武功高到没朋友，脾
气却还总是按捺不住的那种，
人们称她为———灭绝师太。

幸亏我罢看12年，不然
提刀江湖，快意恩仇，可不生生
一个“灭绝师太”？

顿悟。
从明天起做个单纯的女球

迷，啤酒炸鸡刷朋友圈。从明天
起，关心球员的每一块腹肌和
每一缕长发，让所有的大叔都
来指点我：带着喷雾上场的男
人不是化妆师，那是裁判！

出场人物!$古墓派%女球迷&市公安消防支队文员邹海楠

少女不懂足球，但懂得欣赏前锋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乐享
谁的世界谁的杯?编者按:# 年一届的世界杯'总能挑动好球者的神经'面对小小的足球'他们荷尔

蒙高涨'他们激情澎湃'在足球的江湖里'观之'品之'论之'乐之'为之倾倒为之疯狂(

回顾世界杯历史'中国足球队只是$一直在理论上还有希望%'但中国球迷的力量

任何人都不敢小觑)**我们是世界杯最大的观赛群+

正宗球迷眼里'绿茵场上只有球和球员'纯洁得好似新鲜的扎啤'爽口!透心凉,

除此之外'大多自称伪球迷的'声势甚至更大'他们从世界杯中各取所需'获得各

种欢乐'赏心悦目的八块腹肌'美艳动人的超模太太团'错综复杂的体育界娱乐圈关

系网'反复念叨-留给某某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的唐僧解说员'直灌五脏六腑的酒精

混合物'某个球员的传奇经历'某两支球队的恩怨情仇'隐藏在足球背后的青葱岁月

..这里具备动作片/言情片&悬疑片等所有影视大片必备元素,

$%%%%%%%&

( 尽情享受'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杯(

让欢乐在这个夏天到达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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