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的狂欢进行时， 有一幕不

太合理的景象： 德国核心球员托马

斯·穆勒双手叉着腿、弯腰站在看台

前举杯庆祝的队员身后，一个人。随

后， 勒夫走上去搂着穆勒低头聊了

几句，拍了拍他的肩膀。穆勒这才慢

悠悠地站起来， 加入到队友之间。对

这一幕唯一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

穆勒无缘金球奖。历史上只有一位德

国球星拿到过世界杯金球奖， 就是

2002

年韩日世界杯的德国门将卡

恩。 这个荣誉， 曾经属于过马拉多

纳、齐达内这样的冠军成员，而穆勒

也渴望被计入历史。

前不久 ， 穆勒曾经和记者开

过玩笑 ，“如果世界杯最佳射手的

荣誉是一瓶果酱里埋着的烧了一

半的蜡烛 ， 那我也会要这一瓶果

酱 里 埋 着 的 少 了 一 半 的 蜡 烛 ”

———天知道穆勒是如何想起这样

奇怪的比喻 。 穆勒并不在乎奖杯

需要如何闪耀着成功者的光芒 ，

就像

C

罗在家乡为自己建造的博

物馆那样 ， 德国球星只是质朴而

低调地渴望着荣誉。

或许在决赛前，穆勒认为自己

是金球奖的最有力竞争者。德国最

终夺冠 ，更增加了他的信念 。他在

本届世界杯上有五球入账，另外有

三个助攻。更精彩的是对阵豪门的

发挥： 和葡萄牙他上演帽子戏法，

对阵巴西又攻入打开胜利之门的

进球， 整场比赛发挥堪称完美。

24

岁的穆勒比梅西小了

3

岁， 但已经

是德国历史上第五位在世界杯上

有两位数进球入账的球员，和他平

起平坐的传奇中包括克林斯曼、克

洛泽、 赫尔穆特·拉恩和轰炸机盖

德·穆勒。

穆勒是德国一个最常见的姓

氏， 而托马斯·穆勒是那种你可以

推销给自己祖父母类型的球员，因

为他没有让人反感的超级巨星的

光芒和傲慢 。 他代言的品牌是牛

奶，而不是内裤 、香水 ，因为很巧 ，

那个牛奶的品牌就是穆勒。但低调

和随和并不能掩盖穆勒超级强烈

的竞争意识， 在球场上穆勒好斗，

求胜欲极强。

连续两届世界杯， 穆勒都入围

金球奖候选名单， 遗憾的是都未能

拿到。

2010

年，弗兰大放异彩，而刚

刚声名鹊起的穆勒当了一次看客；

而这一次输给梅西， 不少媒体都为

穆勒喊冤， 无论从单场表现还是总

体数据， 穆勒都应该更有拿金球奖

的资格。 甚至连马拉多纳在赛后接

受西班牙阿斯报采访时都表示，梅

西并不是他心目中世界杯最优秀的

球员， 他拿到金球奖是国际足联的

“营销计划”。

又一次和金球奖擦肩而过 ，

这让托马斯·穆勒感到悲伤 。好在

大力 神 杯 有 能 让 恶 魔 微 笑 的 魔

力 ，把不快抛在脑后 ，加入这场狂

欢吧，这个冠军，是你的。

成都商报、足球报世界杯特派记者

陆逸 发自马拉卡纳球场

两个法案的影响

球员流动 风格趋同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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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组装成的德国战车站上世界巅

峰，风格化球员越来越难以立足。

花哨的杂耍是一种风格， 飘逸的

优雅同样是一种风格， 但无论是哪种

球员， 在如今的足球环境下已经成为

一种奢侈品， 很难有球队能够消费得

起。当球队从倚重球星到倚重战术，球

员就成了批量生产的零件， 强调功能

性， 忽略了观赏性。 程式化的现代足

球，风格化球星难以立足。

2004年也许是程式化足球的开

始。这一年，没有绝对天才的希腊国家

队， 同样可以在强队林立的欧洲杯登

顶。 而实力与2000年相比明显退步的

葡萄牙， 也能够通过整体冲进欧洲杯

决赛。同样是这一年，毫无名气的穆里

尼奥带领波尔图称雄欧冠。 穆里尼奥

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日常训练， 更是

把自己的足球理念渗透到每一个技术

动作的细节， 在把波尔图和切尔西打

造成无敌之师的同时， 也扼杀了天才

如鲁本、乔·科尔等球员的个性。夸张

一点的说法， 切尔西的首发阵容从来

不是11个个性鲜明的球员， 而是11个

被穆里尼奥严格操控的傀儡。 更糟糕

的是，现代足球对战术纪律的强调，从

青少年的养成期开始就表现的格外突

出。虽然人人都清楚，齐达内和博格坎

普对大局观的把握， 并不是程式化的

训练可以培养出来的， 但负责培养青

少年的教练们还是要限制球员的思

维， 而这种所谓的理想化教育只能让

现代球员成为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产

品，而不会成为宗师级的球星。

如今， 德国队夺冠更是将这种理

念带上了巅峰。所谓的“德国整体”，就

是11名球员在流水线的传送带上高速

运转， 攻防都是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进

行。 所以德国队的进球从来都是必然，

就是人们所说的教科书般进球。没有天

才球员的灵光一现，拒绝一己之力的扭

转乾坤。因为流水线下来的产品，特点

就是程式化、标准化。这样的足球哲学

下，风格化球星根本无法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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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化巨星时代一去不返

FIFA公布本届世界杯最佳阵容，金

球奖得主梅西并未入选， 而最后两场比

赛狂丢10球的巴西后防线竟然有两人入

选，引起外界争议。

2014巴西世界杯最佳阵容的门将

是金手套奖获得者诺伊尔，作为本届世

界杯冠军的一号门将当之无愧。两位未

能随队进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星罗

本和本泽马组成锋线搭档。在这套阵容

当中，最后两场比赛连丢10球的巴西队

居然贡献了3名球员， 大卫·路易斯、蒂

亚戈·席尔瓦和奥斯卡入选， 本届世界

杯射手榜前五位只有詹姆斯·罗德里格

斯一人入围。据悉，最佳阵容是根据某

赞助商的数据评选得出，并不是真实代

表着球员在场上的表现和实际贡献。

FIFA既然把金球奖给了梅西，那就

足以说明他是FIFA认可的本届世界杯

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最佳阵容

中却没有梅西的名字，这的确让人有些

匪夷所思。实际上，这种情况在2010年南

非世界杯上就曾经出现过，乌拉圭球星

迭戈·弗兰当时获得了金球奖，但他无缘

FIFA评选的世界杯最佳阵容。正因为如

此，对于FIFA评选的最佳阵容，许多球

迷都并不认可。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穆勒、拉姆、诺伊尔、许尔勒、厄齐

尔、克洛泽、格策……这些零件组装成

的德国战车，碾过阿根廷的铁桶，站上

了世界巅峰。严谨的德国人，用最合理

的战术，踢出最合理的足球，他们极少

失误， 将局势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他

们用工业化生产的流水线来生产胜利，

展示精密之美。 工艺品之美在于精确，

但却无法像艺术品一样打动灵魂，当奇

拉维特、伊基塔、博格坎普、坎通纳这些

特立独行的风格化球员消失在记忆里，

球员逐渐成为团队中一个随时可以替

换的零件。德国队夺冠，他们的足球理

念必将受到热烈的追捧，风格化球员越

来越难以立足。足球，也许会从一桌菜

式丰富的盛宴，变成千篇一律的快餐。

铁血的欧洲，狂野的南美，许多年

来，这样的印象深入人心。贝肯鲍尔、

马特乌斯、巴雷西让人敬佩，而马拉多

纳和南美三大“疯子门将”却让人疯

狂。但如今，球员的流动让欧洲和南美

的足球风格相互影响， 球员身上鲜明

的印记也越来越少，这一切，与两个法

案的出台息息相关。

两个法案， 同样用球员的名字命

名，博斯曼和贝利。在球场上，他们的

名气有着天壤之别， 但对于足球的发

展，两个人却都有着一样深远的影响。

由于俱乐部阻挠，转会泡汤，博斯曼怒

告球队和比利时足协。1995年，欧盟法

院作出有利于博斯曼的判罚， 博斯曼

法案随之出台。

这份法案规定， 有欧洲联盟公民

资格的足球运动员， 在与俱乐部合同

期满之后， 有权在不支付任何转会费

的情况下到欧盟另外任何国家踢球；

其次， 有欧洲联盟公民身份的运动员

在欧洲联盟任何地方踢球时， 有关

“外国运动员限制”的规定予以废除。

随着这项法案的出台， 欧盟范围内的

球员开始加速流动， 有效地保护了球

员的切身利益。 博斯曼法案为欧洲带

来了空前的球星原材料， 但因为淘汰

率实在太高， 他们都没有得到足够的

加工时间。 近年来不断萎缩的业余俱

乐部， 减少了球员们在初级阶段充分

发展个人技术和修养的时间。 没有人

再能指望低级别联赛球队数量减少了

50%的德国，还能奉献出像贝肯鲍尔

那样充满想象力的中场。

在博斯曼法案出台后几年，大

西洋彼岸的南美，《贝利法案》也

随之出炉。这部以巴西足球巨星和

前巴西体育部长贝利的名字命名的

法案改变了整个巴西足球，它使职

业球员不再受转会保留条款的

限制，可以自由转会。接下来

的日子里，大量巴西年轻

球员赴欧踢球，连巴西前

总统卢拉都表示：“在巴

西你找不到20岁的球

员，也找不到30岁以上的球

员； 因为不到20岁的球员都去

了欧洲的俱乐部踢球，而超过30

岁的球员都到日本踢球去了。”巴

西球员的选择引起了整个南美的

效仿， 包括梅西在内的南美球员在

很年轻的时候就前往欧洲， 接受欧

洲足球的熏陶。逐渐地，这些南美球

员身上少了以往的狂野和灵性，多了

欧洲球员的职业和规矩，欧洲和南美，

在球员风格上开始趋同。

家庭条件的变迁

个性收敛 张扬不再

晃过门将成瘾的“外星人”罗纳

尔多、“在邮票上跳舞” 的德尼尔森、

“冷酷优雅”的“冰王子”博格坎普、

“轻盈马赛回旋”的齐达内，他们有的

荣誉集于一身， 有的却备受批评和争

议，但相同的是，他们都用自己独特的

标签为球迷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这些个性张扬、 风格独特的球

星中，贫寒的家境是许多人的共同点。

正如济科所说，“我们那个年代， 大多

数孩子家里买不起游戏机或者电脑让

他们玩，所以他们只有踢足球，梦想有

一天能够摆脱贫困， 成为著名的足球

运动员。对许多巴西人来说，这是惟一

的出路。”幼年的罗纳尔多像无数其他

孩子一样和朋友们一起扒火车到里约

著名的科帕卡瓦纳海滩上踢足球，单

亲家庭的罗纳尔迪尼奥只有靠踢球改

变自己的命运， 阿德里亚诺幼年眼看

父亲脑袋中枪， 出生于贫困移民家庭

的齐达内从小就和别人打架……由于

小时候家境困难，他们性格古怪，踢球

也有些“野路子”，正因为如此，我们

才能够欣赏到“马赛回旋”、“牛尾巴

过人”，才能够见识到这些风格化的球

员。而如今的球员，大多家境优越，从

小进入正轨的足球学校， 接受系统的

培训， 他们拥有更高的素质和足球基

础，是球技和出众的优质偶像，但却少

了一丝桀骜不驯的狂妄。

程式化足球的浸淫

忽略个体 重视整体

“独狼”罗马里奥，爱玩火的伊基

塔，看起来踢球散漫的里克尔梅，这些

特点鲜明的球星如今已经很难被教练

容忍。纪律性，是球队的硬性要求，在

如今的青训营中， 为了能够生产出更

符合俱乐部要求的球员， 这一点变得

更加明显。

对于阿贾克斯、 波尔图这些曾经

的豪门来说， 通过青训卖球员成为他

们的生财之道，既然是生产商品，就要

尽力达到批量化、标准化，身手全面，

低调听话的球员最具卖相。 在欧洲最

富有创造力的荷兰和法国， 黑人球员

浪潮将很多技术半熟而身体素质早熟

的黑人少年草草推向一线队， 经纪人

的贪婪扼杀了他们的成长空间， 也让

更多欧洲本土少年得不到中小俱乐部

一线队宽松环境的锻炼。 这些黑人球

员身体高大强壮， 更加能够适应快速

高强度的现代足球， 本届世界杯的最

佳新人波巴就是其中的优质品。 这位

非洲裔的球员从小就在法国勒阿弗尔

的青训营接受训练，过硬的身体素质，

全面的身手，充沛的体能，没有负面新

闻， 他像一个齐达内与维埃拉的结合

体，但在他身上，既没有齐达内华丽的

脚法，也没有维埃拉火爆的性格。

在现代足球的发展进程中， 残酷

的竞技体育无法逃开功利化的阴影，

再美丽的足球也扛不起 “成王败寇”

的重压， 于是我们看到足球场上奔跑

的22个人踢得越来越像、 踢得越来越

保守，“赢球”成为最大的风格。从青

训开始，球员们就接受了这样的思想，

就像如今的德国队和之前的西班牙

队，球员被打磨得没有棱角，全面的身

手是最大的要求。 越来越雷同的球员

让球队的整体运行得更加顺畅， 但对

于球迷的观感， 却是千篇一律的审美

疲劳。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金钱的考验

商品市场 青训重利

最佳阵容 梅西为何没戏

1000/1

德国队在半决赛以7：1击败

巴西队，这个赛果的赔率为1

赔1000

35000000

3500万美元，德国队赢得

的冠军奖金数额

门将：诺伊尔（德国）

后卫：大卫·路易斯（巴西）、蒂亚戈·席尔瓦

（巴西）、胡梅尔斯（德国）、德弗里伊（荷兰）

中场： 斯内德（荷兰）、 詹姆斯·罗德里格斯

（哥伦比亚）、克罗斯（德国）、奥斯卡（巴西）

前锋：罗本（荷兰）、本泽马（法国）

金球奖：梅西

银球奖：穆勒

铜球奖：罗本

金靴奖：詹姆斯·罗德里格斯

金手套奖：诺伊尔

最佳新秀：波巴

金哨奖：里佐利

公平竞赛奖：哥伦比亚

2014巴西世界杯最佳阵容

0

阿根廷与荷兰四强战，120

分钟无进球， 这是世界杯上

第一次出现无进球的半决赛

30

美国队邓普西在对阵加纳的

比赛中，开场第30秒就打进

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

第5快的进球

32

一个人平均有32颗牙齿，苏

亚雷斯也不例外，但他因咬

了意大利的基耶利尼被禁赛

171

171球是巴西世界杯的总进

球数， 追平了1998年法国

世界杯的纪录

穆勒夺冠 也有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