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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凡蒂诺大事记

“
出生于瑞士布里格，
在瑞士弗里堡大学毕
业后成为一名律师。

2000年8月

进 入 欧 足 联 ，负 责 法
务和商业事务。

2004年1月

被任命为欧足联法律
事务和俱乐部准入审
批 部 门 主 管 ，并 负 责
协调欧足联和欧盟等
政府机构的关系。

2008年

成为欧足联主席普拉
蒂尼的副手

2009年10月

成为欧足联秘书长，
其
间用强硬手段处理欧
洲足球赌球丑闻，
推行
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

2015年10月

以替补身份成为国际
足联主席候选者

2016年2月

正式当选国际足联主
席，系FIFA历史上最
年轻的国际足联主
席，
任期到2019年。

2017年6月

访 问 中 国 ，承 诺 帮 助
中国足球未来发展。

2018年2月

在国际足联大会提交
11项改革方案

我不想今年世界杯决赛
被裁判的错误所主宰”
VAR 肯定将出现在俄罗斯舞台上

“暂停两分钟去做一个精确的决定是值得的”
因凡蒂诺今年最大的任务就是推动视
频助理裁判技术（VAR）在世界杯的运用。
作
为这项技术的坚定支持者，
因凡蒂诺一直致
力于将VAR发扬光大，
在他的坚持下，
这项
技术几乎肯定将出现在今年的世界杯赛场
上。
正是因为因凡蒂诺的力推，
足球规则的
制定者国际足球联合会理事会（IFAB）本月3
日在瑞士举行会议并发表声明称，
同意在今
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采用 VAR 技术，
借用
录像回放系统来辅助裁判执法比赛。
因凡蒂诺表示，革新并不总是一帆风
顺的，
“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是
说，要暂停两分钟之久去做一个决定是否
影响比赛的流畅程度，所以他们会反对。
我也常常问自己：是停下来两分钟去做一

个正确决定，或者是就把错误放过去呢？
其实我们没有意识到，在一场比赛的 90
分钟中，至少有 7 分钟是在来回无意义的
倒脚，又有 8.5 分钟是裁判停下来用以处
罚。那么用两分钟的时间让视频助理裁判
能够精准地给出判罚，
又有什么问题呢？”
因凡蒂诺表示，两年前他就曾接触过
视频助理裁判技术，
“ 那还是我刚刚当选
国际足联主席时”，因凡蒂诺并不讳言，其
实起初他对于这项技术也是怀疑的，
“但
是我告诉自己，如果不去尝试的话……我
们不能回头，这是一场革新。我们需要对
公众更多地进行交流和更多的解释，去避
免一些误解。在意大利就进行过这样的尝
试，所以现在明显已经有进步了。想想看

手球吧：皮球是真的打到手上还是没有
呢？凭借视频助理裁判技术，我们能做到
99%的准确率。百分之百的可能在足球世
界里是不存在的。所以它就最大限度地避
免了裁判做出一些严重的错误决定。世界
杯不应该由错误获得胜利，我不想今年世
界杯决赛由裁判的错误所主宰！”
因凡蒂诺表示，他认为一旦产生问题
时，裁判有必要走到监视器面前，从多角
度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高科技并不会影
响足球这项人类运动的本质，
“ 通过视频
助理裁判，人类的解读因素仍然存在。
VAR 只在出现以下 4 种有可能改变比赛
的情况时才会使用：进球、犯规、直接红牌
和错误身份。
”

48 队参加的世界杯可能出现默契球？

今天，俄罗斯世界杯 100
天倒计时！
《成都商报》特约独家专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今天（3 月 6 日），是俄罗斯世界杯倒计时 100 天的日子，接下
来这个世界上最大也是最赚钱的单项体育赛事主办方——国际
足联将迎来自己最为忙碌的日子。2 月中旬，
《成都商报》特约《米
兰体育报》记者法比奥·里卡利走进了苏黎世国际足联总部，和国
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先生畅谈了一个小时之久。在这次专
访中，因凡蒂诺谈到的诸多观点和问题值得每一位中国球迷关
注！大家都清楚地记得，在去年造访中国时，因凡蒂诺先生曾大赞
中国足球发展对世界足球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国际足联愿密切
同中方合作，
推动中国足球和世界足球事业发展！
从“抽签哥”欧足联秘书长的位置到国际足联主席的宝座，因
凡蒂诺这两年的角色转变非常之大。为了适应这种转变和跟上国
际足球发展的形势，他几乎踏遍了全球每一块足球热土，值得注
意的是，因凡蒂诺言出必行，
在造访南美足联时他首次提出世界
杯扩军，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事实，2026 年将会有 48 支球队
参赛；在造访俄罗斯观看联合会杯时，因凡蒂诺表扬世界杯
场馆建设，并全程观看了视频助理裁判技术（VAR）首次
在洲际大赛的应用，而这项技术也在本月 3 日正式通
过，将在今年俄罗斯世界杯正式使用……
两年光阴，深陷“腐败”丑闻的 FIFA 在改
变，因凡蒂诺励精图治，期望带给人们一个全
新气象的国际足联。明年，国际足联将再次
进行主席竞选，如果因凡蒂诺想要连任，
俄罗斯世界杯是否成功将是其最大砝
码。视频助理裁判技术就是他带给俄
罗斯世界杯最大的改革，他亲口对
《成都商报》特约记者表示：
“世界
杯不应该由错误获得胜利，我
不想今年世界杯决赛被裁判
的错误所主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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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凡蒂诺与老马是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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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 VAR
因凡蒂诺眼睛都在放光
《米兰体育报》记者
法比奥·里卡利 发自苏黎世

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这次和我
会面，因凡蒂诺穿着十分正式。不变
的，是他熟悉的笑容和时常冒出关于
足球的笑话，我们的话题时而政治、
时而浪漫。
不远处，
就是他的主席办公室。
在
那个办公室里，布拉特曾经坐了 17 年
之久，
虽然功绩也有不少，
但最终却留
下一世骂名离开。我们的采访室有个
很大的落地窗户，
透过窗户，
我们可以
看到国际足联总部屋顶上那片巨大的
足球场。
窗外十分寒冷、
气温已经是零
下，瑞士的冬天总是积有着化不开的
雪，
但是因凡蒂诺的内心十分火热。
他
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 VAR 技术在世
界杯的应用，每次说到这个高科技新
生事物时，
我感觉他的眼睛都在放光。
这个意大利裔瑞士人曾经是个律
师，
我们用意大利语谈了时下最受人们
关心的若干个问题。
我感觉他虽然是瑞
士籍，
但是意大利人的特质仍然非常明
显。
因凡蒂诺的当选国际足联主席纯属
“误打误撞”
。
他此前一直是时任欧足联
主席普拉蒂尼的副手，
距离国际足联主
席之位尚有不小的距离。
但是当 2015 年底国际足联危机
发生，布拉特和普拉蒂尼两人都被禁
足，其他高级官员或被禁足、或被捕，
或躲之不及。在国际足联新主席竞选
报名截至日前两天，因凡蒂诺才被欧
足联通过紧急电话会议推出参选。他
只身奔赴这个漩涡之中，挑战当时的
最大热门萨尔曼亲王，并在最终令人
难以置信地当选了。
在国际足联媒体部官员吉奥瓦
尼·马尔蒂的陪伴下，
我们用意大利语
进行了一个小时有效而热烈的采访，
他说他做梦都希望俄罗斯世界杯一切
顺利。

“我们会把问题缩小在最小范围”
俄罗斯和卡塔尔世界杯，仍会是 32
强参赛，但是在 2026 年世界杯开始就会
扩军到 48 支球队。扩军是因凡蒂诺力推
的，而扩军后世界杯怎么打的方案也是他
提出的：小组赛共分 16 组，每组三队单循
环，前两名晋级淘汰赛。因此最终其实还
是回归到 32 支球队打决赛圈比赛。
目前对这项赛制最大的争议就是，最

后一场比赛有可能出现默契球。对于这个
问题，因凡蒂诺对《成都商报》特约记者表
示：
“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们已经找到了解
决问题的方程式。”别忘了，其实从 16 强
决赛到最后的决赛，都是一对一的淘汰
赛：没有算计，是实打实的竞争。而对于小
组第三场比赛，我们会事先制定评判标
准，把问题缩小在最小范围，所以我们可

能会引入点球决胜的赛制。而且国际足联
排名也会取代净胜球，成为一个解决方
案。我们会先在青少年赛事中进行测试，
以得到更多的数据。
”
但是除了世界杯比赛之外，有时不那
么重要的友谊赛的胜负结果，也会影响到
国际排名。
“那么大家打友谊赛就更认真，
更公平一些吧！
”因凡蒂诺如此表示。

3 月种植牙有特惠
8.8 元做牙惠全城市民

11 项提案规范转会市场

为帮助市民恢复口腔健康，也让
更多缺牙者以更优惠的价格重获一口
好牙，爱心单位推出了“春牙计划”：
8.8 元做牙 500 颗、7 项口腔免费检查、
假牙抵现金等惠民措施回馈市民，拨
本 报 四 川 名 医 健 康 热 线
028-69982575 即可报名！

“我希望在 2019 年，会有一些变化”
作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始终不
忘将职业足球的游戏规则变得更加规范。
他对《成都商报》特约记者表示，
“现有的
转会窗口时间太长，一个是夏天，直到 8
月 31 日；一个是冬天，为期一月份整整一
个月。这样贯穿联赛的转会期可能会让一
支球队从联赛开始到最后换成截然不同
的两套人马。这样，有些球队就会不断地
买人。”因凡蒂诺并不希望这样的状况持
续下去，
“有必要迅速介入干预了。我已经
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写了一份包括
11 项建议的计划书给到相关的委员会。”
因凡蒂诺为何要对转会市场“动刀
子”呢？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我所看
到的情况已经让我非常担忧。就在 2017
年，全世界球员转会金额累积高达 64 亿
美元，经纪公司和经纪人分走了 5 亿美

元。与此同时，全球花费在青少年培养上
会法规，为了足球这项运动的形象。全世
面的经费仅有 6000 万美元，
金钱并没有流
界只看到了 60 多亿美元的球员买卖，如
动到小俱乐部帮助他们成长。这种分化已
果司法机构能够干涉的话，他们就会发现
经越来越大，大家都在球员交易上赚钱， 一些其中黑色和非法的部分。经纪公司获
却一直在缩减青少年球员培养上的投资， 得的利益实际比合理的佣金更大，我们甚
这样的状况怎么可能延续？”因此，因凡蒂
至无法追查到他们究竟是谁。在足球世
诺决意缩短转会窗口，
“ 夏季转会期太长
界，仿佛人人都可以当经纪人。所以一些
了，在联赛开始之前，球队就应该架构成
严肃认真的公司会让我们制定相关的法
型。此外，冬季转会期也会被缩减，冬窗应
规，来规范市场。”在这个重新架构的经纪
该是小修小补，而不是重建球队。我不希
体系中，因凡蒂诺提出了 25 项措施，去增
望看到一个球员在赛季初在一支球队，而
加青训培养的基金。
”
在后半段又去了另一支球队。应该从一而
法规是对每个人都公平的，而不是区
终，这不是什么专一的问题，而是规则就
别对待的。因凡蒂诺拿美国体育来举例，
应该改变。我希望能够改变大家的价值 “他们拥有最多的规则，
却拥有世界上最赚
观，
让人们回到过去足球的伟大时刻。
”
钱的体育赛事。
他们明白，
赛事需要平衡和
第二件事，缩小经纪人的权限。
“我们
规范去让它们成长。
我们改革的道路很长，
希望能够提供给经纪人透明可执行的转
但是我希望在2019年，
就会有一些变化。
”

哪些市民可报名 8.8 元做牙？

即日起，凡年龄在 18 至 100 周岁
的市民，有缺牙、牙松动、假牙不适、
烤 瓷 牙 失 败 等 牙 齿 疾 病 的 ，都 可 以
拨 打 热 线 028-69982575，报 名 申 请
8.8 元特价做牙，共计 500 颗，3 月内
分批次抽取，更省钱省心修复缺牙。

周六特惠种牙，送给缺牙人
为让市民更深入了解种植牙，
3月
10 日将开展种植牙专场特惠：8.8 元做
牙、
7项口腔检查费用全免、
现场看种牙
手术全过程、
现场咨询关于种牙的具体
情况。
种牙送电饭煲、
豆芽机、
按摩仪等
好礼。
名额有限，
市民请拨热线报名。

欧足联国家联赛咄咄逼人

“当我还在欧足联时就想着这些”
去年底，因凡蒂诺提出将国际足联世
俱杯扩军至 24 队时，也引发了世界足坛
的关注。他的这个想法可能会和欧足联的
全球国家冠军联赛撞车，欧足联正打算将
欧冠联赛推广至全球。现在，这个联赛的
试水之作欧足联国家联赛 9 月就将开打，
如一旦成真，欧足联想自创一个小世界
杯。这无疑与国际足联的世俱杯扩军计划
有些冲突。
“的确，当我还在欧足联时就想
着这些，创办国家联赛，让国家队去尝试

因凡蒂诺对中国足球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种植牙色泽逼真，美观舒适

因假牙不好用，很多做假牙的市
民想换种植牙。种植牙是将人工牙根
植入缺牙区的牙槽骨内，不需要借助
基托与卡环等结构来固位，外观和功
能上完全与真牙一样，口腔内无异物
感，有利于保持口腔卫生，舒适美观，
能媲美真牙。
温馨提示：
口腔健康，
关系着全身
健康。
为让市民防患于未然，
牙病早发
现早治疗，特推出价值上千元的 7 项
口 腔 检 查 全 免 福 利 。市 民 拨 热 线
028-69982575 即可报名，每日 20 个名
额，
约满截止。

俱乐部的赛程的确很有趣，这无疑会吸引
球迷们的目光。”此外，在财政公平原则
上，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也有重合和争议。
因凡蒂诺表示，
“ 财政公平和我们的新规
则必须是互利共生的，80%的俱乐部开销
目前是投放到转会市场和球员薪水。工资
帽目前来看比较困难，但是我们应该设置
一个工资的顶部，由球队的收入来决定，
让我们的市场能可持续发展。还有奢侈税
的问题，
当然，
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现场专访/《米兰体育报》记者 法比奥·里卡利
撰写采访提纲并翻译/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采写/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张涵

责编 李东 美编 冯成 唐倩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