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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队和巴西队昨夜亮相，卫冕冠军德国队0比1不敌墨西哥队
成都商报独家专访巴西前国脚、超级射手埃尔伯——

白垩纪·专栏

感受冰岛热
■成都商报特派记者 白国华

发自莫斯科

18日 20：00 第12场 F组

瑞典VS韩国
下洛夫哥罗德/下洛夫哥罗德球场

CCTV-5直播

18日 23：00 第13场 G组

比利时VS巴拿马
索契/菲什特奥林匹克球场
CCTV-1 CCTV-5直播

19日 02：00 第14场 G组

突尼斯VS英格兰
伏尔加格勒/伏尔加格勒竞技场
CCTV-1 CCTV-5直播

刚刚过去的一个夜晚，2018年俄罗
斯世界杯赛程不可谓不豪华！德国、巴
西国家队首次亮相各自小组赛比赛，他
们的对手分别是墨西哥和瑞士。

在德国队与墨西哥队的比赛中，
墨西哥队在上半场第 35 分钟通过后
场断球发动反击，埃尔南德斯面对博
阿滕冷静分球到左路空档，洛萨诺插
入禁区扣过防守队员右脚大力打近角
得手。卫冕冠军德国队在18次参加世
界杯的历史中这还是第二次尝到首战
失利，上次首战失利还要追溯到1982

年西班牙世界杯。
作为巴西著名球星，埃尔伯这次

对自己的国家队充满了信心，在他心
中“巴西、德国、法国都有可能夺冠！”

埃尔伯出生于1972年7月23日的巴
西巴拉那州的隆德里纳。他曾先后效力
于斯图加特、拜仁、门兴、里昂等豪门，
其中在德甲期间尤其引人关注。2002至
2003赛季他当选德甲最佳射手，2006年
8月8日，埃尔伯在德国宣布退役。

就在德国和巴西队共同亮相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之前，埃尔伯作为与
两国足球有着深厚渊源的名宿，向成
都商报记者聊起了他对本届世界杯和
对两国足球的看法。

聊俄罗斯聊俄罗斯世界杯世界杯
“热苏斯和菲尔米诺正在成熟”

成都商报：作为巴西国家队前国
脚，你对巴西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
现有何期待？

埃尔伯：这次巴西队是能够进入决

赛的。现在巴西队有一位好教练蒂特。
现在的巴西队与4年前的巴西队是截然
不同的。四年前的巴西队过于依赖内马
尔，而现在这支桑巴军团更像是一个整
体，内马尔不再是一个孤独的舞者。巴
西队前场有日趋成熟的热苏斯、菲尔米
诺，内马尔的状态也是极为强势的。如
果巴西队能进决赛的话，内马尔拿到金
靴的可能性也会特别大。

成都商报：在世界杯开赛前你曾
表示特别看好法国队，为什么？

埃尔伯：法国和德国、巴西一样是
夺冠热门球队。在法国队中有姆巴佩、
登贝莱、格里兹曼，这支法国队完全有
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实力。

成都商报：许多人都在惋惜德国
队阵中萨内的缺阵，你怎么看勒夫对
德国队阵容的考虑？

埃尔伯：勒夫真的是有很多人才
可以选择的。德国在近些年培养了很
多球星，在本届世界杯大名单里连萨
内、瓦格纳都未能入选。但这丝毫没有
影响德国队阵容的强大，他们依然是

具备夺杯实力！

谈职业足球谈职业足球
“每一次训练都要全力以赴”

成都商报：你去到过不少国家的
联赛踢球，其中的多元性瞬息万变，在
你看来哪些素质是必备的？

埃尔伯：最开始我在瑞士联赛效
力，当时压力并不是很大，这对我后来
去德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也让我
懂得了每一次训练都要全力以赴。我
的目标一直是进入巴西国家队，在加
入拜仁后，我很快就入选了巴西国家
队。这些经历让我学会了尊重对手，尊
重队友。还有一点，就是语言对足球职
业球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对我去
到不同国家的球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都商报：德国国家队阵中向来
拜仁球员居多，你认为这主要的原因
是什么？

埃尔伯：德国队中有很多拜仁球
员这并不是件奇怪的事。每个赛季拜

仁的球员都有很多出场的机会，在每
年的欧冠比赛中，拜仁也可以走很远，
这让拜仁的球员有了足够的比赛经
验。他们的比赛经验对于德国国家队
是相当重要的。

成都商报：你第一次来成都是什
么时候，这里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埃尔伯：2015年12月我第一来成
都。自从那次，我对成都的印象就非常
好，中国人对足球的热爱毫不亚于我
的祖国巴西。我在成都也交了很多朋
友，我期待能够尽快再到成都来，因为
我非常想念成都的热情好客。

成都商报：拜仁在中国开办了不
少青训学校，在你看来意义何在？

埃尔伯：拜仁在中国的青岛、深圳
都开办了足球学校，这对中国足球是
件非常好的事。成都也有非常好的足
球传统，我希望能通过拜仁青训学校
与当地的相互交流，可以让中国足球
了解更多拜仁俱乐部的足球理念，今
后可以培养出更多中国球员能进入到
拜仁俱乐部。 成都商报记者 张涵

伟大的球队，需要伟大
的比赛来定格，我说的不是
拥有梅西的阿根廷，而是逼
平了阿根廷的冰岛。

33万人口的冰岛，来了
30000多球迷，全国的十分之
一都来了莫斯科，而“带队”
的是他们的总统约翰松，因
为这是冰岛历史上第一次参
加世界杯。

我所在的酒店，就住着
一些冰岛的球迷，早上，他们
出发之前，我特意找了一个
球迷采访。

“比赛当然难踢，毕竟阿
根廷有梅西，但没关系，即使
输了我们也很开心，毕竟这
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这位球迷对我说。

比赛是下午4点在斯巴
达克体育场进行，从中午开
始，大批的球迷已经开始聚
集，自然，阿根廷的球迷人多
势众，而冰岛的球迷，看得出
来，虽然来了不少，但他们的
组织性和行动的表现力，远
不如驾轻就熟的阿根廷球
迷。

即使进场以后，他们要
表现欧洲杯上惊艳全球的

“维京战吼”，但刚刚开了个
头，阿根廷球迷就用他们的
声浪来回击。阿根廷球迷想
尽办法占尽上风，然而球场
内，他们的球队对于冰岛队
却无可奈何。

况且，梅西还射丢了点
球呢！

比赛结束时，当冰岛的
球迷去谢场时，“维京战吼”
终于可以完整展示，尽情释
放。

是的，世界杯上第一次
亮相的冰岛队逼平了阿根廷
队，这对于冰岛足球，乃至冰
岛整个国家来说，都是历史
性的时刻。

散场了，战争结束了，阿
根廷球迷和冰岛球迷的人流
汇合在一起，无分彼此，毕竟
这场平局，冰岛凭的是实力，
他们值得阿根廷队和他们的
球迷的尊重，况且，阿根廷和
冰岛毫无历史恩怨，这是大
家在世界杯这个大舞台上的
第一次相遇。

我碰到一位穿着梅西球
衣的冰岛球迷。

“那是一位阿根廷球迷
跟我交换的球衣，我很乐意，
他们也很喜欢我们冰岛队的
球衣。”

“我花了800欧元去买2
比2的比分，最后虽然没有打
出这个比分，但我依然很高
兴，因为冰岛队逼平了阿根
廷。”

在从斯巴达克体育场回
酒店的公交车上，冰岛的球
迷放声高歌：“梅西梅西，超
级梅西。”

谁都明白，他们的歌声
唱着什么，同车的阿根廷球
迷，有时候唱自己的歌来“还
击”，有时候只能报以沉默。

小小的国家，伟大的奇
迹，这一天，世界杯的奇迹，
属于冰岛。

“桑巴，不再是内马尔独舞”

网红球队是人类的终极孤独
还是网络的草民狂欢？

冰岛，以一个莫名的姿态红了，连他们本国的国民或许都不会想到。
这个离群索居、先天条件简直差到极点的孤岛，除了偶尔漫天飞往欧洲
大陆的火山灰之外，其他时候几乎从来都不是世界话题的核心。

冰岛人口只有30多万，从地图上看，冰岛像一个被繁荣的欧洲远远抛
弃的孤儿。一个极寒地带的孤岛，连片的冰川和火山。而他们的足球粗野
蛮横、不讲控球只会一味死守。8年前，国际足联排名还在100名之外。

可是，冰岛足球却连续两次大赛成为网红。先是2016年欧洲杯逼平
C罗带领的葡萄牙队，气得C罗抛下一句“他们只会防守”；然后又在世界
杯一鸣惊人，他们的导演门将扑出梅西的点球，这一幕，微博热搜就达到
了9832万。冰岛的牙医主帅微博热搜209万，冰岛搞怪庆祝动作有1591
万，这个话题是由成都商报官微开启的，单条微博阅读量超过800万，转
发量1万多；而成都商报官方微信的一条《啥？冰岛队竟有牙医、导演、老
板、工人兼职？看完奇葩庆祝，我被圈粉了》不到24小时，阅读量已经迅
速接近100万，点赞数接近2万。冰岛热是全球性的，推特脸书上关于冰
岛的热潮也到处都是，甚至《纽约时报》、路透社等高傲的欧美媒体都在
世界杯之前特别派记者到冰岛探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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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为什么成为爆款？

冰岛气候寒冷，原本在体育比赛
上是没有任何优势。但自从冰岛在上
世纪末“振兴足球”后，实干的冰岛人
就开始付诸行动。在自然条件下，在冰
岛一年只能踢上三四个月足球，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冰岛开始着手“足球之
家（室内足球场）”的修建。如今冰岛已
有11个“足球之家”，还有4个在建，一
旦建成，冰岛将成为全世界此类型球
场最多的国家。另外，冰岛用了十年修
建了179个标准足球场和128个小型足
球场，大约相当于每250人就拥有一块
足球场地，而这些足球场都是免费开
放给民众的！

除去基础建设，培养球员则是更
“浩大而长期”的工程。高水平的基层教
练也得以让冰岛足球根深蒂固，按冰岛
全国人口33万来算，平均400个冰岛人
就有一位欧足联B级以上教练证书获得
者。数据显示，该国注册球员人数达到
了2.15万人，相当于6.5%的人口都是注
册球员。如今这些上世纪初受过冰岛足
球系统训练的“第一批孩子”已成长为
冰岛国家队的栋梁，像我们熟知的“冰
岛大狙”西于尔兹松、前天为冰岛进球
的芬博阿松等他们都是冰岛足球发展
的“果实”。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实
习生 唐卓瑶 撰写/编译

也许一位网站夜班编辑的话可以
部分解释人们对于冰岛的感情，“早上
来到早餐店，熬了一夜恍惚了，定眼一
看，这收银小哥，不正是国家队主力前
锋吗？还没回过神，转过身一看，这盛
小米粥的大叔不是大力手抛球的国家
队后卫吗？我想，冰岛的魅力大抵如此
吧，他们来自生活中的烟火气。像我媳
妇儿说的那样，走，我们请假去踢个世
界杯。如传说一般。”

对他们的热爱完全源自生活，这
帮人就像是生活圈子里的小人物，那
么真实，甚至是触手可及。

也许有人较真说，所谓的这些球
员兼职的都不是真的，他们有2人效力
于英超、1人效力于意甲等等，他们都
是职业球员。但是在冰岛，兼职才是真
实的人生。

先天条件的匮乏，让冰岛人待这
个世界上唯一能与外国公平较量的领
域——足球如珍宝。

很长时间，足球的国际竞技和这
个国家无缘。直到2012年，冰岛的国际
足联排名也只是130多位。现在，在国

际足联全部209个成员协会中排名第
22位！

全世界媒体都在报道他们有3万
多人涌入俄罗斯，占了全国人口的
10%，相当于全冰岛11个人就有1个在
远征。全球都在类比他们的人口数，
成都就有网友说他们的人口比黄田
坝还少。冰岛著名青训教练拉夫恩松
不愿意强调这点，“我更愿意将其理
解为当地人遵从集体意识而产生的
一种现象。”

这种意识在过去15年里，也影响
到了冰岛足球。这是一种需要从上到
下都不能马虎的系统性工程——从政
府到足协、从学校到个人。直至现在，
冰岛的足球改革仍未停止，而其球星
生产线也仍在成批次地加工着自己的
球星。

乐观、集体主义、永不放弃、不畏
强敌、搞怪、接地气……也许你爱冰岛
的特质各不相同，但是请相信，冰岛永
远不会让你失望。即使倒下了，他们也
曾经防住了C罗和梅西。愿小国寡民
的奇迹再坚持下去！

为啥冰岛人都叫“松”？

细心的球迷可能会发现，冰岛球
员的名字大多以松结尾，比如导演门
将哈尔多松、牙医教练哈尔格里姆松、
还有后卫埃约尔松……这些名字都是
以“松”结尾。 许多北欧国家，如丹
麦、瑞典、挪威等在早些时候都采用古
老的父系姓，他们不推崇父子同姓，而
是由父亲的名字加上固定的后缀来决
定子女的姓氏。“-sson”就是这样的后
缀，表示“某某的儿子”。举例来说，如
果 一 个 男 人 叫 容 - 埃 纳 尔 松（Jon

Einarsson），那么他的儿子不会随他姓
Einarsson，而是会姓“Jonsson”。如果生
下的是女儿，那么后缀会变成“-sdot-
tir”，dottir字面上就是“女儿”的意思。
这种父子不同姓现象，大大增加了系
谱学研究的难度，因此像挪威、瑞典等
一些国家后来都改用了固定姓氏。但
在冰岛，这样的现象仍然十分常见，

“松字军团”也在对战阿根廷的比赛中
大放光彩。微博网友戏称，虽然名字叫
松，可这球风可是密不透风啊。

“冰岛大狙”如何炼成？
冰岛球员与亲人分享逼平强队的喜悦

“三松”围堵“梅球王”

冰岛门将跑向场边庆祝“奇迹”

冰岛队队长贡纳松与女友庆祝“胜利”

墨西哥队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