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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德国打破世界杯举办84年来欧洲球

队无法在美洲夺冠的“魔咒”。

加时1比0绝杀阿根廷队， 德国队

夺得史上第四次世界杯冠军， 更打破

了世界杯举办84年来欧洲球队在美洲

举办的世界杯无冠的魔咒。 百年来职

业足球的发展和繁荣， 作为一种现代

社会的文化构成，欧洲始终是中心。即

便在世界杯这样的顶级大赛上， 南美

能和欧洲形成一定的对峙， 但欧洲足

球中心的垄断仍不可动摇。 当德国队

用象征欧洲足球培育的丰硕成果击败

日益变异“欧化”的阿根廷队，更加强

烈地印证着“世界足球欧洲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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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欧洲中心论不可动摇

拉美作家加莱亚诺在 《足球往

事》中写道：“1924年，第一支出征欧

洲的南美国家队乌拉圭教懂了欧洲人

什么是真正的足球……” 但从那以后

的近80年间， 欧洲足球从庸碌到与美

洲足球分庭抗礼再到全球化顶级人才

汇总， 如今已无任何一个大洲能与其

影响力匹敌。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736

名球员，绝大部分效力于欧洲联赛，五

大联赛英超、意甲、德甲、西甲和法甲

共计贡献了389人， 占据半壁江山以

上， 创下近四届世界杯的新高。16世

纪， 欧洲殖民者在南美富饶的土地上

掠夺廉价的原材料， 带回欧洲推进了

现代工业文明， 而如今现代足球的发

展依旧遵循着这样的轨迹。 南美洲盛

产足球人才， 但近30多年却无力再将

丰饶的资源在本地“加工”，他们大量

地流向欧洲大陆，在那里生根发芽，如

今在足球王国巴西也已经无法找到

“成品”的球星。

从1994年至今，巴西球员一直是巴

西最为诱人的出口“商品”。2005年，巴

西球员出口价值1.58亿美元， 比2004年

增加了55％。这一年，有804名巴西足球

运动员转会国外，2008年是巴西球员

“淘金”欧洲的巅峰时期，超过1200人

出国踢球，球员销售的净收入达到2.5亿

美元，而到去年，光是内马尔从桑托斯

远走巴萨，转会费就超过了1亿美元。全

球转会市场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球员输

出数量最高的国家依然是巴西， 共有

618位巴西球员和海外俱乐部签订了工

作合同。位居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英格

兰（477人）和阿根廷（436人）。据不完

全数据统计和估算，出口球员在过去20

年里为巴西赢得了近30亿美元的收入，

成为继矿石、咖啡和大豆之外的又一重

要创汇产业。

如今南美双雄巴西队和阿根廷队

球员几乎清一色效力于欧洲联赛，即

便是本届世界杯上让人耳目一新的哥

伦比亚队，核心J罗和夸德拉多也分别

效力于法甲摩纳哥和意甲佛罗伦萨。

南美足球人才流向欧洲很大程度

因为收入，2013年巴甲联赛的价值竟

然低于欧洲二流联赛乌克兰超级联

赛， 很多无法直接登陆欧洲豪门或者

一流联赛的巴西球员也宁愿留在欧

洲， 把乌克兰联赛或者俄罗斯联赛当

成跳板。 他们在欧洲二级联赛的收入

也远超在南美大陆的联赛， 并不出名

的巴西国家队球员威廉在乌克兰顿涅

茨克矿工第二年的工资加奖金收入都

能达到2000万欧元， 而在巴甲豪门的

主力年薪通常为240万雷亚尔左右（约

合人民币672万），巴甲只有2%的球员

年薪超过15万雷亚尔。 相比南美联赛

的经济困窘， 依托雄厚的经济实力和

成功的商业推广战略， 欧洲足球联赛

已成为堪比北美四大职业联盟的全球

性强势品牌。 在2013年福布斯全球足

球俱乐部价值榜上， 排名前20的只有

科林蒂安来自巴甲，价值3.58亿美元排

名第16，其他全部来自欧洲五大联赛，

超级豪门皇马以33亿美元位居榜首，

其次是曼联的31.65亿美元和巴萨的26

亿美元。

欧洲职业联赛的成功让欧洲垄断

了一切优势足球资源，最好的球星、最

好的教练、最好的足球经理人、最好的

苗子， 欧洲足球联赛的强势也代表着

最高水平， 这里面还诞生了有代表性

的球员培养体系、 足球理念、 战术演

变、足球审美潮流等等。以德国为代表

的欧洲球员在本国俱乐部踢球时就在

磨合着在国家队的默契， 本届荷兰队

更是打上了费耶诺德的明显印记，但巴

西、阿根廷等南美球队仍缺乏职业化的

国家队运行机制，每当面临大赛球员们

才从欧洲回到国家队热身磨合。

顶级球员、 超级联赛都让欧洲成

为职业足球最高水平的舞台， 世界足

球的权力重心自然也在欧洲。 国际足

联手握数亿美元商业合同和电视转播

权， 是掌控世界足球商业的最高权力

者。 目前的国际足联也是欧洲人在主

导， 已经第三次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

布拉特是瑞士人， 曾担任他助手的欧

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帮助他成功连任，

而普拉蒂尼是下任国际足联主席的热

门人选。培植亲信，打压异己，布拉特

的一言堂让欧洲势力在国际足联内部

大有只手遮天的趋势。

欧洲和南美之争是世界足坛的主

旋律，但随着欧洲足球的逐渐强势，南

美球队变得日益“欧化”。强调战术理

念、 纪律意识和训练规律的欧洲足球

就像工业体系下的标准化生产， 是弱

国足球在短期内取得进步和提升的捷

径，却也是巴西、阿根廷这样的传统南

美豪强失去自我的“罪魁祸首”。曾经

球风狂放、行云流水的阿根廷，在多年

未能取得突破之后， 逐渐在一波又一

波的球员留洋潮中异化变质， 曾经华

丽无比的球风销声匿迹。 就是这样一

支僵硬且缺乏变化的阿根廷， 竟然在

时隔24年之后再次杀入世界杯决赛，

令人徒生感叹。不过，他们却最终在决

赛中输给了欧洲足球的集大成者德国

队， 也让后者打破了世界杯84年来欧

洲球队的“美洲魔咒”。

战术风格改变更加明显的是桑巴

足球。大师云集的球队一去不复返，围

绕在内马尔身边的是一群体能充沛、

好勇斗狠的“打手”和硬汉，在内马尔

倒下之后，斯科拉里依靠的是大卫·路

易斯、奥斯卡和费尔南迪尼奥，三人混

迹欧洲足球多年， 经过了多位欧洲名

帅的打磨和改造， 他们已不会像前辈

那样用艺术家的思维和态度去踢球。

在欧洲足球的全球化进程中， 除了一

身标志性的黄衫， 巴西和大多数欧洲

队已经没有太多区别。

在全球化浪潮下，欧洲足球向除

了南美以外的更多大洲浸润。世界杯

本是不同大洲、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足

球风云会， 但如今差异性逐渐弱化，

同质性持续增强，世界杯不再那么丰

富多彩，直观的体验便是“越来越不

好看了”。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20年前， 美洲杯是世界杯与欧洲

杯之后的第三大赛事， 毕竟彼时亚洲

和非洲足球还未有真正进步。 但经过

20年的全球化浪潮，经济上已被亚洲、

中东和欧洲甩开的南美， 连美洲杯的

地位都快不保了。

2011年美洲杯南美足联将奖金数

目翻倍， 小组赛3场参赛球队也才拿到

50万欧元，最终夺冠的乌拉圭累积才拿

到240万欧元奖金。而2012年欧洲杯，只

要是入围球队就可以获得800万欧元的

出场费，小组赛获胜可得100万，平局也

有50万。 甚至连获得小组第3无缘出线

的球队都有100万欧元奖金， 西班牙队

全胜夺冠， 拿走了2350万欧元的巨

奖———这几乎是美洲杯冠军的10倍！

2011年美洲杯赛阿根廷 《民族

报》称阿根廷会得到7亿欧元的赛事收

入， 组委会共赢得15个赞助商， 得到

4000万欧元的赞助支持。 但这两个数

字与2012年欧洲杯相比， 根本不可同

日而语。2012年欧洲杯未开幕就已募

得8个全球赞助商和6个区域赞助商，

总金额突破12亿欧元， 电视转播费也

卖出了10亿欧元的天价。

智利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7%，

在拉美地区居中， 但远远好于2011年

美洲杯东道主阿根廷的0.6%， 也许

2015年智利美洲杯能挽回4年前在阿

根廷遭遇的寒流。乐观估计，2015年美

洲杯在赞助和电视转播费方面都将至

少翻倍。但即便如此，美洲杯仍与欧洲

杯有巨大的差距，2016年欧洲杯按计

划将扩军到24支， 市场将覆盖到几乎

整个欧洲稍有实力的国家。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足球人才齐聚欧洲联赛

足球权势重心移向欧洲

“欧化”为南美双雄打上烙印

欧洲杯红火 美洲杯艰难

国际足联也是欧洲人

在主导，已经第三次连任国

际足联主席的布拉特是瑞

士人，而法国人普拉蒂尼

是下任国际足联主席

的热门人选

权力中心

在2013年福布斯全球

足球俱乐部价值榜上，排名

前20的只有科林蒂安来自

巴甲，其他全部来自欧洲

五大联赛

财富中心

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

736名球员，欧洲五大联赛

共计贡献了389人

人才中心

林漓尽致

文化之旅：

终点也是起点

□

林良锋 （著名英超专家，《体坛周报》国际足球记者）

上月此时 ，笔者

在成都商报开第一

期专栏，邀请诸位共

渡文化之旅。 昨天，

这趟旅行到达终点：

德国人夺冠了，欧洲

人攻陷了南美壁垒，

在这块大陆第一次

捧杯而回。格策的进

球意义深远， 它不仅标志欧洲夺

冠次数甩开南美， 还结束了欧洲

人不曾在南美捧起大力神的历

史。 最近三届世界杯皆由欧洲球

队夺得冠军， 德国将第四颗金星

绣上前胸， 距离五星巴西不过咫

尺之遥。

德国夺冠， 让巴西人松了口

气，半决赛被德国重创已是伤心欲

绝，还要让死敌阿根廷在自家足球

的圣殿马拉卡纳捧走金杯，哪里受

得了这个刺激？ 德国一箭双雕，既

完成历史壮举， 又做足顺水人情，

为脚下败将巴西挽回点颜面。阿根

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进决赛却

功亏一篑， 个人骁勇不敌群雄势

众。

C

罗和鲁尼小组打完即告旅行

结束， 内马尔未到四强也带伤倒

下，再次验证一条真理：足球是集

体项目， 强大的集体方有胜算，德

国恰恰是最佳的集体。

一个月下来，各位熬夜守候，

个个练得火眼金睛， 比赛精彩倒

也罢了，偏偏闷局居多，累得大家

叫苦不迭。 小组赛后十六场淘汰

赛一半打了加时，创下赛事新高，

回想起来还真没有名局可供回味

再品。 世界杯不再仅仅是球迷的

节日，更是各大商家，尤其是博彩

业的捞钱良机。若是

阁 下 刚 刚 起 步 ， 恭

喜，以后的世界杯还

是这样。若是已经看

了些年头，那就值得

同情了。

不仅中国的球

迷要忍受时差和闷

局，亚洲各地莫不如

此，欧洲人也开心不到哪里去，即

使他们占了更大的便宜， 转播时

间表专门伺候他们。 回想以往的

世界杯，总有新秀惊艳亮相，列强

斗得火星四溅， 可惜本届大赛只

出了个

J

罗，过去一年已因为天价

转会，闹出不少动静。本届世界杯

进球追平了赛事扩招至三十二强

后的纪录， 但也就荷兰暴打西班

牙，德国重创巴西进球较多，可以

让入门的球迷兴奋一阵子。

世界杯都不好看 ， 那该看

啥 ？好的比赛在欧洲 ，最高级的

是欧冠———各国联赛冠军以及

成绩列前的名门望族参加的赛

事 ，虽也脱不开博彩阴影 ，毕竟

较为公道，且网罗了世界各地的

球星，自由组合，生出无穷变化。

次一等就是英超、西甲和德甲等

联赛，每周一轮，张弛有度，不必

深熬。从那里你可以享受更多进

球和更精彩的场面， 过几年，你

就会觉得世界杯不过尔尔。资深

球迷自然知道哪里球好看，没准

咱们还能在成都商报相见，交流

彼此看球的感受。世界杯决赛既

是终点也是起点 ， 当你爱上足

球 ，它将伴随你一辈子 ，足球见

证人生，诚不我欺。

世界杯美洲魔咒

时间 举办国 决赛 冠军

1930年 乌拉圭 乌拉圭VS阿根廷 乌拉圭

1950年 巴西 乌拉圭VS巴西 乌拉圭

1962年 智利 巴西VS捷克斯洛伐克 巴西

1970年 墨西哥 巴西VS意大利 巴西

1978年 阿根廷 阿根廷VS荷兰 阿根廷

1986年 墨西哥 阿根廷VS德国 阿根廷

1994年 美国 巴西VS意大利 巴西

2014年 巴西 阿根廷VS德国 德国

在2014年德国夺冠以前，美洲此前7次世界杯，冠军都归南美三强

本组制图 吴青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