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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为了美好的回忆和期待（上）
牛师长! 当这期话题见报时"

世界杯已经落下了帷幕# 无论是谁

最后捧起了大力神杯"我们都不得

不告别这一个月足球盛宴# 告别是

残忍的"但这就是世界杯"这就是

足球" 当我们感受着快乐与疯狂"

告别时刻的遗憾与失落也将成为

盛宴的最后一道大菜# 从现在开

始"我们将$告别%作为世界杯特刊

$牛师长侃球吧%的关键词"用此来

回忆"以此来期待&

!"#$%&'(

! 每届世界杯都是一

场告别的派对"但没人能想到巴西

世界杯最先告别的是西班牙黄金

一代& 从
!""#

欧洲杯开始"阿拉贡

内斯带队首夺大赛冠军"开启了西

班牙黄金一代的王朝之路& 南非世

界杯夺冠'

!"$!

年欧洲杯卫冕"西

班牙王朝达到了顶点# 这支王者之

师拥有者一大批天才球员"球队大

脑哈维'后场节拍器阿隆索'国家

队射手王比利亚"以及伟大的圣卡

西" 他们是西班牙的中坚力量"他

们被称作西班牙的黄金一代# 只是

这一次在巴西"

$%&

'

"%!

两场惨败"

黄金一代褪去身上的光芒"以一种

让人怜惜的悲情方式谢幕#

清音之弦! 告别于 (打平即出

线%的意大利也令人无比心酸& 随着

马尔基西奥被红牌罚下'苏亚雷斯关

键时刻(咬人%"意大利惨遭绝杀"蓝

衣军团连续两届首轮出局&而这次更

加悲情"因为布冯和皮尔洛两位大师

恐怕将永远离开世界杯的舞台&

!

上弦月
!

! 作为意大利队中

仅有的两名
'"

后"布冯和皮尔洛在

本届世界杯的表现可以称得上是虽

败犹荣" 他们距离带队杀入淘汰赛

仅差了
("

分钟&

)*

岁的布冯在那场

比赛中用两次世界级的扑救化解了

苏亚雷斯的射门" 而比他小一岁的

皮尔洛则在意大利的进攻中扮演着

最重要的角色& 正因为两位大师依

旧有着如此的表现" 才更让布冯和

皮尔洛的告别充满悲情&

!")$%&'(

!世界杯"我最想要告

别的" 就是那些再也不会上阵的孤

胆英雄& 对于都已是三十四'五高龄

的哈维'卡西利亚斯'皮尔洛'布冯'

克洛泽们而言" 这或许都是他们各

自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这一个月里"

他们都陆续离去了"带着(永别"世

界杯%的遗憾& 下届世界杯上再也无

法欣赏他们的表演& 另外"还有里贝

里'法尔考'罗伊斯"这些巨星"还没

正式打响"便已经说了再见&

!

上弦月
!

!英雄迟暮"固然

遗憾"我始终坚信"江山代有才人

出& 就比如卡西利亚斯"在他的门

将位置上还有上赛季曼联官方和

球迷评选的双料最佳球员'仅仅
!+

岁的德赫亚& 我们更加不用担心的

是"(圣卡西%之后"本届世界杯是

历史上门将最出彩的一届"出现了

太多(圣某某%& 有堪比班克斯世纪

神扑的奥乔亚'发挥出(门卫%水准

的诺伊尔' 创造单场
!"

次成功扑

救纪录的霍华德"还有奇兵克鲁尔

和(黑马守护神%纳瓦斯"等等&

!"*$%&+(

!不得不提的是"还有

一位要离开世界杯的伟大球员"那

就是世界杯赛场上最具杀伤力的

武器"德国前锋克洛泽& 克洛泽不

仅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而且脚踩

巴西'当着罗纳尔多的面打破了外

星人
(&

球的世界杯总进球纪录&

已经
#"

岁的克洛泽经历四届世界

杯成为射手之王"然后带着这令人

仰望的成就作别& 尽管这位严于律

己的德国人仍然展现了超高的效

率"膝盖的伤病也让他难再潇洒地

前空翻并稳稳落地" 但我坚信"他

必定能笑到最后)

牛师长! 从罗纳尔多到克洛

泽"跨越了
$

年两届世界杯& 从克

洛泽到下一任呢* 下届世界杯赛场

上"还有哪些球员值得我们期待*

清音之弦! 在克洛泽身后"有

两次参加世界杯已打入
%&

球的同

胞后辈穆勒"有首次参加世界杯就

已打入
"

球并肩贝利的詹姆斯+罗

德里格斯"还有同样首次参加世界

杯打入
'

球的(球王接班人%内马

尔& 从年龄上看"他们都有大把的

时间来超越克洛泽& 穆勒未满
()

岁" 罗德里格斯
(*

岁" 内马尔
+(

岁& 不出意外"还有两到三届世界

杯等着他们& 更乐观地看"穆勒甚

至在下届世界杯就有可能追平甚

至改写前辈的纪录&

!

上弦月
!

!世界杯的魅力便

在于此"即便是倒下一个人"仍然

会有大批的新人承接上"他们也多

少算是弥补了巨星离开的遗憾& 在

葡萄牙取胜仍遭淘汰后"

,

罗泪洒

赛场"他的眼泪也演绎了一个个英

雄落幕的悲情& 从
,

罗到迭戈+科

斯塔"从皮尔洛到布冯"从哈维到

卡西"从兰帕德到杰拉德"从埃托

奥到德罗巴"他们中有些人抚平伤

口需要等待
+

年"而有些人"可能

就将带着遗憾"永远地跟世界杯说

再见&

牛师长!世界杯的舞台"从来

不以金杯论英雄"也

从不曾停下造就英雄

的步伐& 正是因为新

人的(进行曲%和老将

的绝唱交相辉映"才

让世界杯如此撩人心

弦& 英雄"不说再见)

维尔马伦女友夺花魁
《男人帮》评最美太太团

巴西世界杯已
经接近尾声，32强
太太团成为场外别
样的风景。著名成
人杂志《男人帮》荷
兰版对球员妻子和
女友进行了评选，
比利时后卫维尔马
伦的女友波莉·帕
森斯夺得花魁，当
选美女中的美女。

共有超过 3
万人进行了投票。
30岁的帕森斯先
后击败了意大利阿
奎拉尼的演员妻子
米切拉·夸特罗西
奥切和巴西头号球星内马尔的模特女友加布里埃拉·伦奇
进入四强。在半决赛中，帕森斯面对杂志东道主球员斯内德
的超模女友约兰特再次胜出。另一半区杀入决赛的是另外
一位超模、德国中场球员赫迪拉的女友莲娜·格尔科。在花
魁的争夺中，帕森斯以将近58%的得票率胜出！

帕森斯是演员、内衣模特，还是英国BBC3台的节目
主持人，两年前与效力英超阿森纳队的维尔马伦相遇相恋，
去年两人喜得一子拉夫。

阿迪达斯老板也买不到
德国队球衣脱销

随着德国队在巴西世界杯赛中的一路狂飙，德国队的
球衣也在本国大卖特卖。据阿迪达斯公司的高层透露，德国
球迷已经抢购了超过200万件的德国队球衣。
“我们已经卖掉了超过200万件球衣，”阿迪达斯公司

的老总海纳说。“我要给自己认识的一位熟人买件球衣，可
是现在难买得很，连我也不例外。据我所知，很多商店的球
衣都已经卖光了。”

如果德国队在13日的世界杯决赛中战胜阿根廷队，
阿迪达斯公司将开始生产带有四星标志的德国队球衣，到
那时带有三星标志的德国队球衣就成了“收藏版”。

海纳说：“到时候这些‘三星球衣’会被很快抢光的，就
像新的‘四星球衣’一样。”

德国队在半决赛中7：1狂胜巴西队时穿的是黑红色
的客场球衣。在那场比赛之后，这款客场球衣也被球迷疯
抢。海纳说：“客场球衣这么受欢迎连我们都感到惊讶。”

3.6亿的决赛
3.6亿元（人民币），说的是巴西世界杯冠亚军奖金。
巴西世界杯决赛，德国、阿根廷两队一点点动态都让人

关注。这不，一则新闻在球迷圈里炸了锅，据报道，德国队将
在本届世界杯决赛上身穿主队球衣作战，而对手阿根廷队
则将身披一身蓝衣。

根据赛制规定，首先晋级决赛的德国队将作为主队出
战，他们有挑选球衣的权利，德国队选择了白色的主场战
袍，德国队本届比赛曾四次身披主队球衣，战绩是3胜1
平。因为主队已选白色球衣，阿根廷队不能再选蓝白相间的
浅色球衣了，只能身披蓝色球衣作战。这也是他们首次身披
蓝衣作战。
为什么球迷这么看重球衣？两队最近的几次交战，阿根

廷队穿蓝衣时很悲惨。2006年对德国队比赛穿的就是蓝
色，德国队点球淘汰阿根廷队。2010年更惨，德国队4比0
大胜阿根廷队。

不过不管谁赢谁输，两队在奖金上都是赢家。根据奖金分
配规定，冠军可以得到2.1亿元人民币的奖金，亚军也有1.5亿
元人民币的奖金。这场比赛被称为3.6亿元人民币的决赛。

足球世界从不缺少天才和妖童
———盘点巴西世界杯上的耀眼新秀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
年。4年一届的足球世界杯即将结束，
一批老将告别世界杯绿茵场，一群青
年才俊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

在国际足联日前公布的巴西世界
杯最佳新秀（球员必须是1993年1月
1日或之后出生）候选名单中，荷兰的
德佩、法国的博格巴和瓦拉内入选。而
被年龄线卡在这一奖项门外的世界杯
新人内马尔、罗德里格斯更加令人印
象深刻。未来的足坛，将属于他们。

罗德里格斯惊艳
&

场
*

球尽显射手风范

每届世界杯都不乏天才或妖人大
放异彩，本次的领衔主演非詹姆斯·罗
德里格斯莫属。身披10号球衣的罗
德里格斯率领哥伦比亚队历史性地杀
入八强。5场比赛6粒进球，未满23
岁的罗德里格斯目前仍独占射手榜榜
首之位。这名摩纳哥队的法甲MVP
向世界宣告了“J罗”时代的到来。

精湛的球技加上俊朗的面庞，在
巴西一飞冲天的罗德里格斯被球迷们
亲切地冠以“J罗”之称。要知道，“罗氏
家族”在世界足坛上的“霸业”从未间
断，历史上的“肥罗”、小罗，还有当今
炙手可热的C罗，一个个都是时代的
主宰者。如今，J罗强势崛起，大有延续
“罗家香火”之势。

内马尔伤退
巴西队核心不可或缺

若不是被年龄线卡在门外，22岁
的内马尔绝对是本次世界杯最佳新人
奖的头号热门人选。5700万欧元加盟
巴萨的“天价”让内马尔看起来不算
“新星”，但这的确是他的首次世界杯
之旅。

3场小组赛打入4球，内马尔让
巴西队看到了在家门口夺冠的希望。
然而，四分之一决赛中，内马尔意外负
伤悲情告别世界杯，也让巴西队在后
面的比赛中遭遇了历史性的耻辱，1：
7惨败于德国队，0：3再负荷兰队，只
能收获第四名的成绩。这位能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队伍走势的核心球员，即
使在最后一场比赛中回到了替补席，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球队“被虐”。不过，
人们有理由相信，新一代球王终会登
上世界之巅。

德佩逆袭
替补小将变身立功之臣

在埃因霍温俱乐部已有上佳表现
的荷兰前锋德佩在巴西世界杯上再次
证明了自己。生于1994年的德佩在
小组赛第二场荷兰对阵澳大利亚队的
比赛中替补登场攻入一球，成为荷兰
队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的射手。小组
赛第三场对阵智利队的比赛中，德佩

完成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二粒进球。
在对阵哥斯达黎加的四分之一决赛中，

罗本、范佩西领衔荷兰攻击线，首发出场的德
佩则给两位前辈起到了极大辅佐作用，他速
度极快、擅长变线突破，且在球门前冷静、无
私，尽显大将风范。这场比赛正是德佩以新星
姿态闪耀世界杯的最佳证明。

博格巴灵动
极具得分能力的后腰

4年前，法国队在南非输得灰头土脸。4
年后，法国队在巴西杀入八强。这一转变不仅
归功于皇马射手本泽马的爆发、主帅德尚的
睿智，21岁的尤文中场博格巴也功不可没。
司职后腰的他能攻善守，在法国队对阵尼日
利亚队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博格巴头球定乾
坤，帮助球队锁定胜局。

在经过欧洲两大豪门尤文图斯与曼联的
锤炼后，博格巴现在是誉满欧洲的“妖人”。出
色的运动能力结合灵巧的触球，广阔的视野
以及得分能力，入选法国队仅1年零3个月
的他成为继维埃拉后又一名在后腰位置上闪
耀的猛将。

瓦拉内把关
球队后防坚不可摧

看新星眼光不能只放在进攻型球员身上，
21岁的法国后卫瓦拉内在本届世界杯中扮演了
“盾牌”的角色。法国队在世界杯5场比赛中仅失
3球，效力于西甲豪门皇马的瓦拉内是当之无愧
的功臣。他在赛场上快速积极的跑动，以及准确
的抢断、传递，使得法国队后防线坚不可摧。

此外，22岁瑞士新星沙奇里、23岁的德国
球员许尔勒、24岁的德国人克罗斯、22岁的哥
斯达黎加新星坎贝尔等人同样光芒闪烁。当
人们送走皮尔洛、哈维、布冯等“70后”老将，
又迎来了朝气蓬勃的一代青年才俊。

卢羡婷 何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