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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球

詹姆斯·罗德里格斯（哥伦比亚）

5球

穆勒（德国）

4球

梅西（阿根廷）、范佩西（荷兰）、内马尔（巴西）

3球

罗本（荷兰）、许尔勒（德国）等

2球

奥斯卡（巴西）、胡梅尔斯、克洛泽（德国）等

德国足球又一次登上巅峰 。

24

年

前， 贝肯鲍尔率领最后的联邦德国队，

将世界杯冠军作为“送给全德国人民的

礼物”。德国统一，足球却跌入低谷 ，虽

然有过

1996

年欧洲杯的荣耀，然而世界

杯的征途，从美国到法国，哪怕韩日世

界杯取得亚军，留下更多的还是“严谨、

坚韧、机械、效率”这些看似褒贬含义复

杂的形容词。

24

年后，勒夫的德国队，历经

120

分钟

苦战，打败顽强团结并拥有巨星梅西的阿

根廷队，成为第一支在南美洲夺取世界杯

的欧洲球队。这一支德国队、这一个时代

的德国足球， 是在一个完善健康体系下，

扎根于本土，不断自我更新、汲取大量新

鲜营养，构建成功的德国足球新体系。

一切都要追溯到

2004

年

7

月

26

日这个

节点， 这并不是德国足球复兴的开始。事

实上，

1998

年世界杯和

2000

年欧洲杯失败

后， 德国足球已经开始了由上至下的改

革，从青训人才选拔、德甲联赛重新架构

到科技手段引入等等，

2004

年欧洲杯，德

国队再入低谷，沃勒尔去职，德国足协选

择了一个从无执教经验的人：克林斯曼。

“金色轰炸机 ”所具备的国际视野

和锐意创新的性格，是德国足协做出这

一决定的重要依据。克林斯曼并没有在

主帅位置上干太长时间，然而他开始的

一系列变化，例如借鉴英超等国际联赛

的足球风格 ， 提速德国国家队进攻节

奏，例如和科隆体院进行合作 ，大量使

用量化足球科技数据，例如加速国家队

阵容之革故鼎新、大胆起用新人 ，如同

一股春风，让基础雄厚、自律性强的德

国足球焕发出新生活力。

克林斯曼在

2006

年德国世界杯后

去职，带领一支年轻球队在本土世界杯

进入前三，预示着未来希望 。德国足协

沿用克林斯曼的助手勒夫，随后三届大

赛， 勒夫交出的答卷是总能进入前四，

却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

然而勒夫没有因为临门一脚成功

的迟迟到来，而延缓德国足球融合的脚

步。一系列的改变和创新 ，都基于德国

足球本土的基础，都以德甲联赛作为依

靠。从克林斯曼至今 ，德国国家队的主

力阵容一直是德甲本土球员为主，对阿

根廷的决赛阵容，只有厄齐尔和许尔勒

两人效力英超。 德甲联赛过去

10

年，不

仅大部分俱乐部保持盈利，而且青训是

俱乐部重要构成———由是德国足球具

备了自主培养人才、联赛健康经营和国

家队实力稳步提升的完整结构，再加上

国民参与程度、足球人口数量全球领先

的大环境，所以在决赛前，勒夫可以说，

哪怕这一届世界杯德国队功亏一篑，德

国足球的长远未来不用担心。

坚持传承与积极融合，是这

24

年德

国足球沉浮带给世界足球的经验，是这

一座世界杯背后的奥秘。

德国，

坚持与

融合

在昨日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决赛

中， 德国队凭借格策在加时赛

中的绝杀， 以1比0击败阿根

廷，捧起了久违的大力神杯。

德国创纪录连续三届世界杯将

阿根廷淘汰出局，打破84年来欧

洲球队无法在美洲捧杯的魔咒。

第4次

捧得大力神杯

追平意大利，仅次于5星巴西。

格策成为史上第一位在世界杯

决赛上攻入制胜球的

替补球员。

□

颜强 （著名媒体人，网易门户副总编）

博闻强识

2014年7月14日

马拉卡纳球场

成都商报现场见证

若干年后，当我们再回首2014年巴西世

界杯，将会定格在一个画面上：马拉卡纳球

场内的狂欢外，科尔科瓦多山顶壮阔的基督

像默默伫立着，在它的背后一轮夕阳带着强

烈的不舍眷恋着， 绽放着最璀璨的光芒。这

个画面通过转播让全世界看到了，球场内两

侧的大屏幕也同步展示，引来全场球迷的赞

叹和鼓掌。

这里是巴西，这里是里约热内卢，这里

是著名的足球圣地马拉卡纳。这座球场注定

不平凡，它摧毁过东道主的冠军美梦；诞生

过第一个在拉丁美洲大陆拿到冠军的欧洲

球队，德国；它也绘制了巴西世界杯最绚烂

的时刻。马拉卡纳，里约，又一段经典。

潘帕斯雄鹰的人海造主场优势

决赛这天必有神明庇佑，因为这或许是

世界杯期间最幸福的巧合。自从巴西在半决

赛1比7遭德国横扫以来，里约热内卢就暴雨

不止，尤其是“贝洛奥里藏特之难”那天，大

西洋也似乎感受到了巴西人的怒火，在里约

长达90公里的海岸线上掀起巨浪，往日怡人

的沙滩变成畏人的地狱。 然而，7月13日清

晨，当阳光突破云层洒下来时，整个城市瞬

间明媚起来，世界杯决赛当天竟是多日来罕

见的大晴天！

决赛这天的朝阳晒醒了大量睡在沙滩

过夜的阿根廷人。因为地理缘故，很多无票

的阿根廷人自驾车追随自己的国家队。他们

睡在沙滩上， 醒来直接跳进大海里洗澡，经

济且安逸。城市球迷中心所在的科巴卡巴纳

海滩在赛前一天挤满了数以万计的阿根廷

人， 住在临海酒店的旅客们直到半夜3、4点

都无法入眠，因为决赛前夕兴奋的潘帕斯雄

鹰们一直在海滩高歌狂欢。

阳光夸张地倾泻在整个城市时， 里约终

于绽放出自己的最美丽的一面， 迎来了世界

杯的决赛。为了刺激巴西经济，罗塞夫政府说

服国际足联，把八个举办城市扩建成十二个，

因此没有职业球队的马瑙斯等城市， 也领命

承办了四场小组赛。然而，兴奋点永远在最有

历史的地方， 比如萨尔瓦多， 比如里约热内

卢。马拉卡纳球场，一直等待冠军诞生的那一

刻， 虽然非常遗憾已经没有东道主扮演的角

色， 但巴西人还是很有参与精神———多数人

选择站在德国这边， 尽管对手在半决赛刚刚

创造了巴西足球历史的“新国难”。

听听阿根廷人唱的歌，多少也明白了。“巴

西请你告诉我，迎来爹地啥感觉？”，这首神曲

很有洗脑功效，听一遍之后就能成为耳虫，挥之

不去。 这首歌是阿根廷人在1-7的比赛之后发

明的，决赛前里约大街小巷都是它的旋律。

但尽管德国有“外援”，阿根廷的人海

战术还是有优势。 人群开始涌进球场时，场

外只要有三三两两的德国球迷接受采访，立

刻会有阿根廷球迷冲上去搅局，他们冲着镜

头唱歌，声音盖过欧洲人。这种人海战术带

来的“主场感”一直延续到比赛开始，直到

德国在场面上的优势让阿根廷人泄气。

德意志战车冷酷猎杀对手

阿根廷的“主场优势”在奏完国歌之后

逐渐消逝。开场之后，绿茵场上足球说话，而

德国人更精于此道。上半场进行到30多分钟

时， 现场大屏幕很罕见地出现场上控球比

率，显示德国65%占有绝对优势。这个画面定

格了几十秒，引来德国人的短暂欢呼。德国

在整个世界杯期间，都把一切场外的东西压

得很低调，他们没有最吵闹的球迷，没有最

嚣张的媒体，也没有最傲慢的姿态，但是只

要开场哨响，德国人总能占据主动权。

有一个细节，能暗示球员的心态和整场

比赛的走势。中场哨响后，球员往更衣室走。

这时德国的替补席上所有穿着背心的球员

都一跃而起， 手中拿着两瓶饮料小跑上前，

递给下场的队友。主力、替补迅速融合在一

起，互相拥抱鼓励。而与此同时，阿根廷这边

似是如释重负，替补席已经低头离开。赛后，

托马斯·穆勒也将德国夺冠归因于球队的

“团结精神”，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场上形势多少决定了球员的情绪，德国

处于压制对手的一方，始终压过半场寻找致

命一击的机会，所有球员都被调动得极为亢

奋，等待着关键时刻的来临。而阿根廷防守

反击战术特别消耗球员的精力和意志。这种

情绪张力的巨大落差，在场上随处可见。

比赛进入加时，德国主帅勒夫说“我们

看到阿根廷人已经很累了”， 这从场上的动

作、奔跑姿态一目了然。德国嗅到了绝杀的

味道，替补席上也进入战斗状态，包括像赫

迪拉这样的核心球员频频冲到场边对裁判

咆哮，或者呼喊自己的球员注意跑位，第四

官员连续几次走上前要求德国替补球员回

到座位。有一次队员因不满主裁跳到边线抗

议，甚至连勒夫都不得不做手势要求自己的

弟子冷静下来。

这一幕“替补席风波”之后不久，格策

完成了绝杀！

烟火，为德国绽放

漫长的120分钟，情绪高度紧张的120分钟，

但德意志人就像是事先演练好的冷血杀手，残

忍地消磨猎物的体力和求生意志， 最后予以致

命一击。球迷也有条不紊地配合，他们的情绪总

是很克制，既没有场面占据优势时的张狂，也没

有错失良机时的消沉。强大的自信。

德国人把情绪宣泄的时刻留到冠军诞

生的瞬间。 意大利籍主裁里佐利吹响终场

哨，德国人的狂欢才真的开始。潘帕斯雄鹰

哭泣，球场内外，都有止不住的泪水。但或许

整场比赛的情绪其实并未跌宕起伏，绝大多

数阿根廷球迷都有认命感， 含泪并未离去，

他们看着悲伤的梅西走上台领取金球奖，和

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目睹阿根廷球员麻木地

走上台挂上银牌， 然后把舞台让给冠军德

国，然后伤心地看着他们的狂欢。

颁奖典礼，马拉卡纳球场圆形顶棚上空

烟火绽放，这是本届世界杯的最高潮。冠军

已经诞生了，烟火为他们而灿烂。但是德国

球员的狂欢并没有因为烟花硝烟散去而停

止， 勒夫后来也说，“我们会一直庆祝下去，

直到我们决定不庆祝了，到时候我们会带着

微笑站起来”， 德意志战车的庆祝从马拉卡

纳就已经上演。

颁奖典礼之后人群逐渐散去，但是死忠

球迷还留恋不去，德国球员索性拿着大力神

杯走到德国球迷看台前开始轮流举杯庆祝。

每个球员都做同一个动作：双手握着奖杯用

力把它举过头顶， 这是世界杯历史的经典，

也可能是每个职业球员的终极梦想。 所以，

施魏因施泰格、克洛泽、格策等等，每一个

人， 都轮流对着球迷看台做同一个动作，有

的甚至一次还不够！

甚至连球场转播技术人员也参与到狂欢

之中。 球场的航拍设备上不知什么时候悬挂

上了一面德国国旗， 随着仪器在球场上空盘

旋，德国的三色旗飘扬，引起球迷和球员的欢

呼。人潮散去许久，这场狂欢都还没有结束的

味道，据德国记者介绍，里约热内卢的庆祝只

是个前奏， 待球队在赛后一天包机返回柏林

之后，在德国首都还会有一场盛大的狂欢。

在雄伟的基督像注视下， 太阳东升西

落，夜晚被烟火划亮，然后硝烟慢慢散去。它

见证马拉卡纳球场新冠军的诞生，德国人在

异域风情的拉丁美洲，走到世界之巅。

德国强吻大力神杯

T02

地缘

天平

T03

人才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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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

革命

T05

经济

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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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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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

侵蚀

成都商报、足球报世界杯特派记者 陆逸 发自马拉卡纳球场

摄影记者 鲍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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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阿根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