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抖”世界杯
确认过眼神，是爱足球的人。当世界杯遇

上抖音，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当各国球迷听
到“海草海草”、“C哩C哩”这样的神曲，又是否
会不由自主地舞动身躯？世界杯期间，成都商
报前方5人报道团，将每天带来最好玩儿的世
界杯抖音视频。关注《成都商报》官方抖音账
号“熊猫侠”抖音号：CDSBXMX6666，让我们“确
认眼神”。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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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人生不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1904年，罗贝尔·盖兰以FIFA首

任主席的身份提出了“世界杯”的设
想；1984年，帕基特诺夫在苏联科学
院大楼里用一台破旧不堪的电脑编写
出了“俄罗斯方块”程序。

这是20世纪，人类制造出来的最
经典的一场游戏和一场梦。它们均以
各种形式传遍世界，都成为经久不衰
的文化现象，缔造罕见的收益数据。
20世纪最爱说足球是和平年代的战
争，21世纪是不是和平年代尚不敢过
早断言，但21世纪肯定将是游戏的时
代。在成都的地铁上，你只需看下周围
有多少人正埋头“吃鸡”，就能明白这
个时代的主体氛围——享受乐趣。

足球，这项古老的世界第一运动
也正在从“战争”变为一场“游戏”，这
个游戏与俄罗斯方块一样不仅让人上
瘾，还改变了太多人看待这个世界的
角度。只有看清这个角度，我们才能顺
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

帕基特诺夫说：俄罗斯方块像一首
唱着唱着就唱到心坎里，无法停止的歌。
四年前，我们的《魔幻桑巴》特刊送给你
叫几百万人流泪的歌，四年后，我们的
《俄罗斯方块》特刊只想与你嬉戏唱游到
下世纪、外太空。1993年，俄罗斯方块成
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登上太空的游戏。

致敬、怀旧、煽情不是我们今日选
择俄罗斯方块的缘由。在俄罗斯方块那
令人痴迷的方块瀑布下落之前，游戏世
界都是小儿科的世界，都有个像超级玛
丽一样的拟人卡通角色。俄罗斯方块从
诞生之日起就不打算仿造任何事物，这
个游戏没有异形，没有巨龙怪兽，没有
王子公主，甚至没有任何故事架构，这
个游戏只有简单原始的图形，任何人玩
三十秒就能上手，上手了就停不下来
……《纽约时报》当年用五个字评论了
这款游戏——简单的魅力。

我们致敬这个游戏世纪，其核心是
致敬它本质的简单。足球从诞生之日起
也是游戏规则最为简单的运动项目，我
们认识到：越简单、越流行，越简单、越
持久——人生的快乐，都应该简单点。

吉尼斯世界纪录早已认证俄罗斯
方块是出现在最多平台的游戏，形形
色色的方块凭空而降，如流星般闪过
空阔天际，瞬间消失于苍穹之中。记得
2014年索契冬季残奥会闭幕式以俄
罗斯方块为主题，当时在场的，从婆婆
妈妈到数学家都为它暗里着迷。

俄罗斯方块倡导在最短的时间内
做出最精准的抉择，这跟球场上梅西
C罗面对球门时、跟球场外我们每天
面对生活重压时，需要做出的反应一
样。“齐达内式”的人生不是我们这种
凡人可以轻易模仿的，俄罗斯方块恰
如人生中源源不断的挑战，那些随机
出现的恼人Z字形方块其实是在激励
我们：人生路的每一处艰难险阻，都在
等待我们正面迎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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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与《足球报》强强联手 共建史上最强世界杯报道阵容

5名特派记者奔赴前线
带你玩转俄罗斯方块

继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成功合作之后，《成都商
报》与《足球》报再度强强联手，组成史上最强、规模
最大的报道团队出征俄罗斯世界杯，仅前方特派记
者就多达5人！历来在国际足球报道领域拥有雄厚实
力和良好口碑的成都商报与《足球》报必将在2018年
俄罗斯之夏，通过全媒体平台（文字+图片+视频+直
播）全方位满足球迷朋友的需求。

《足球》报作为全国第一家足球专业媒体，自
1980年创刊以来，一直走在体育媒体行业前沿。近年
来，足球报积极拥抱互联网，在保留原有专业、深度、
垂直的特点上，打造融媒体传播矩阵，打通线上和线
下传播资源，通过报纸、杂志、客户端等多种载体，使
用图文、视频、直播等多种形态，进行专业内容的生
产和传播。

《成都商报》作为全国影响最大的都市报之一，
其体育新闻部一直是业内有口皆碑的“王牌部队”，
成都商报的体育新闻报道作品在全国都市报领域傲
视群雄，至今拥有多名从业超过10年的资深记者。仅
2018年以来，《成都商报》就先后两次做到里皮独家

专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专访、俄罗斯驻华大使
独家专访。坚持高端专访、坚持专业精神、坚持深度
报道，始终是这个团队努力的方向。

2018年世界杯，《足球报》持证记者白国华，成都
商报记者欧鹏、徐缓将奔赴世界杯赛场，以专业、客
观、独特的报道视角，为读者送上最深、最广、最及时
的深度报道。成都商报直播团队美女主播敏敏（熊猫
妹儿）和摄影师邓学海则将游走于俄罗斯世界杯主
要城市，用镜头领略俄罗斯的风土人情，感受各国美
女的万种风情，品味当地美食的厚重独特，体会“战
斗民族”的激情与彪悍……

2018年世界杯，《成都商报》报道团队还有一支
“外援王牌部队”，英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阿根
廷、巴西、韩国等国的九位顶尖足球名记都将成为我
们的“队友”，其中包括西班牙《阿斯报》副总编马塔
亚纳、意大利《米兰体育报》首席记者里卡利、法国

《队报》资深记者彭内特、巴西《圣保罗日报》足球部
副主编罗彻、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资深记者豪吉
等，有这样级别的外援，想进球还是难事吗？

首发十一人全明星阵容（442）

纯玩世界杯
成都商报全媒体带你敞开耍

8大方块
全天候来袭

只有一周了！2018年世界杯就将在俄罗
斯莫斯科拉开大幕，这是球迷四年一度的盛大
节日！国际足球报道一直有口皆碑的《成都商
报》这次为广大球迷朋友准备了一场超奢华的
世界杯盛宴！全媒体频道+超强5人前方特派
报道组+24小时全天候刺激你的快感神经。这
次，我们的特刊叫《俄罗斯方块》，我们的口号
是“纯玩”，接下来的一个月，想敞开耍的，无论
真球迷还是歪球迷，都请来报到！

《成都商报》全媒体频道精心为球迷朋友准
备了8大核心方块，除了纸质版面的深度阅读之
外，只要你有一部手机，下载成都商报客户端，每
天只要轻轻动一下手指，你就能享受到每一方块
的快乐，你就能和所有球迷一起吼、一起笑、一起
哭、一起爱。还有巨奖游戏，大礼包等你来拿，你
还有机会和我们的美女主播互动！还有首次推出
的“胜券在俄”足彩频道，帮你神算每日比赛胜
负，获胜后别忘了请我们吃火锅哦……

色香味俱全，开瓶伏特加，这个月，每个夜
晚，我们尽情玩耍，一醉方休。

一战成名

“妹”力四射
足球世界如果少了女球迷，就像火锅油

碟里少了蒜泥。可惜这次巴拉圭没出线，那
位喜欢把手机放在胸前的美女可能见不到
了，不怕，32国美女够看了。每天带你打望各
国美女，美不美，你说了算。

海量短视频 追“足”俄罗斯
六七月的俄罗斯，是足球的狂欢圣地，是

全球的聚焦中心。成都商报前方5人报道团，要
用手里的镜头带你追逐足球的脚步，一起和获
胜球迷狂欢，一起和失利球迷流泪；一起去追
逐伟大的球星，一起去体验最纯正的俄罗斯世
界杯。六七月的俄罗斯，和世界杯相关的海量
精彩短视频，看成都商报就够了！

“熊猫妹儿”天天有直播
颜值爆棚的成都商报女主播化身“熊猫

妹儿”，每天一场直播带你爽翻，与各国球迷
亲密互动，探访人气球队训练营，饱览伏尔
加河畔的风光，享用正宗的俄式大餐……甚
至，“熊猫妹”还在俄罗斯组了饭局，请天南
海北的球迷一起烫火锅，看老外们涮毛肚，
然后眼冒金星……场面肯定有点安逸。

“老斯基”VS“歪球迷”
波黑队的那个前锋叫文科理科还是哲

科？荷兰队那个帅哥到底叫范佩东还是范佩
西哦？歪球迷的话题永远精彩，这时冒出一
个老斯基，一本正经地回答：“波黑、荷兰这
次都在家里头啃兔头儿，莫得它们啥子事
……”每天一场老斯基VS歪球迷的对话实
况，你可能从此变成“老司机”，你也可能在
足球专业的道路上越走越歪。

胜券在“俄”
竞彩世界杯永远是热点中的热点，人人

都想搏杀一把！现在的比赛胜负太难猜了，
命中率低怎么办？一切都交给我们——“胜
券在俄”顶级足彩专家团队！我们的命中率
有多神准，请你来见证。

三个月内两次搞定国足主帅里皮专访，走
进国际足联总部专访主席因凡蒂诺，成都商报
体育版块的实力一次次让业界震惊，本届世界
杯，《成都商报》组建了史无前例的“大咖名记联
盟”，英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阿根廷、巴西、
韩国等多位顶尖足球名记都是《成都商报》的世
界杯特约记者，他们将为球迷带了最具阅读快
感的深度报道作品和大量人气球星专访。

大咖名记联盟

没错，“一战成名世界杯”再次出现在大家
面前，2014年世界杯，网友weizhenguo321成为
30万大奖的得主。俄罗斯世界杯，你也有机会能
一战成名！活动中，你将作为球队的“主教练”沙
场点兵，C罗、梅西这些真实赛场上的超级球星将
任你“差遣”，而萨拉赫、内马尔们进球，你可能比
他们本人还兴奋——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进
球将为你的球队积分。参加活动的球迷朋友，可
自行在参加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圈的32支队伍、
736名球员中（以国际足联公布的最终名单为
准），任意筛选出11名不同的球员组成一支自己
心目中的“梦之队”，参与到世界杯赛场的竞技
中，你每天都有希望获得千元大礼包，还可以获
得小组赛冠军、淘汰赛、总冠军的现金大奖。

□ 策划人 江弋

门将

江弋
著名足

球评论员，
国际足球专
家，从事职
业足球新闻
报道20年，
现任《成都
商报》体育
版 块 负 责
人。本届世
界杯是江弋
的第6次世
界杯报道之
旅，将出任
世界杯报道
组的总策划。

中卫

马塔亚纳
西班牙《阿

斯报》副总编，曾
在马竞 梯 队 踢
过球，在业内人
脉 极 广 ，和 皇
马、马竞很多球
星 都 能 称 兄 道
弟。肥罗、C罗、
托雷斯、拉莫斯
等人都曾是他家
的座上宾。世界
杯期间，马塔亚
纳将随西班牙队
出征俄罗斯。

中卫

姜山
成都商报资深足球

记者，足彩专家。长期从
事足球新闻采写和足彩
推介服务。2002年世界
杯曾担任《足球报》国际
报道组负责人，参与过
多届国际大赛报道，作为
主要策划人出版过多本
世界杯、欧洲杯相关书
籍。本届世界杯将主打

“胜券在俄”足彩频道！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摄影记者 王效

右后卫

彭内特
法国《队报》

资深记者，《队报》
是全球最具影响
力的专业体育报
纸 。彭 内 特 不 仅
精 通 法 国 足 球 ，
还对非洲足球颇
有 研 究 ，本 届 世
界杯期间他将跟
踪采访法国队以
及 埃 及 、塞 内 加
尔、摩洛哥、突尼
斯等劲旅。

左后卫

欧鹏
成都商报新锐

足球记者。37岁之前
是美术编辑，转行做
足球记者仅一年多，
以勤奋刻苦、敢打敢
闯的精神做出大量
独家专访，在业内获
得广泛好评。平时喜
爱摇滚，绰号“光头
强”，第一次出国就
是出征世界杯，没有
丝毫畏惧，只有澎湃
无尽的战意。

后腰

胡敏娟
成都商报资深国际足球记

者，现场报道过2012年欧洲杯、
2013年联合会杯以及摩洛哥世
俱杯、日本世俱杯，出版过《穆里
尼奥大传》、《足球黑手党》等多
本畅销专著。拥有雄厚的采访资
源关系网络和采访实力。与BBC
著名记者詹宁斯持续四年联手
合作的“国际足联反腐系列调
查”更是业内口碑作品。今年在
三个月之内与《米兰体育报》合
作做成里皮专访、因凡蒂诺专
访，堪称职业生涯高光时刻。

左前卫

熊猫妹儿
成都商报知名

主播。牙尖的熊猫
妹儿在直播界是出
名的自黑八卦，常
让人捧腹不禁。有
着丰富主播经验的
她曾主持亲测无数
成都大号美食IP，
后期加入新闻直播
团队。这次在俄罗
斯，颜值超高、又有
故事的熊猫妹儿将
带你打望世界杯。

右前卫

邓学海
成都商报

摄影师。曾拍
摄 微 纪 录 片

《发光》获上海
大学生电视节
入围奖。多次
拍 摄 或 剪 辑
TVC、MV、宣
传片、专题片、
纪录片。有自
己独树一帜的
拍摄风格，擅
长于拍摄纪录
片、剧情片和
旅拍片。

前腰

徐缓
成都商报实力

学霸型记者。北京外
国语大学俄语系本
科毕业，俄语超棒！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新闻系研究生毕业，
精通俄罗斯风土人
情、文化地理！曾独
家采访报道世界首
位换头术志愿者、巴
基斯坦中国公民被
绑架事件等，擅长深
度报道。作为“俄罗
斯通”，徐缓将是世
界杯前方特派报道
组的“组织核心”。

前锋

里卡利
意大利《米兰

体育报》首席记者。
虽然意大利无缘世
界杯，但是里卡利
仍将带领8人报道
团队前往莫斯科。
作为欧洲著名体育
报的首席记者，里
卡利与国际足联、
欧足联、意大利足
坛和欧洲足坛很多
球员、教练、官员和
名宿都关系匪浅。

前锋

白国华
《足球》报著

名记者，经典作
品汗牛充栋。常
年跟踪采访中国
国家队，广州恒
大，出版过《单
刀：直击恒大足
球王朝》等畅销
书。以文笔优美、
思考深刻著称的
白国华擅长精耕
深度专题，这次
世界杯，白国华
将“临时转会”代
表 成 都 商 报 出
战，也是我们的
头号射手。

（特派记者）（特派记者）

（特派记者）（特派记者）（特派持证记者）

本报5名特派记者将从俄罗斯为你带来精彩报道

制图冯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