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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冬天，莫斯科
气温已经接近零下16摄
氏度，当国际足联主席布
拉特打开信封念出“俄罗
斯”的名字，成千上万的
俄罗斯球迷纵情欢呼，庆
祝成功获得2018年世界
杯主办权。

获得世界杯主办权
后，俄罗斯举办了2013年
喀山大运会、2014年索契
冬奥会。值得一提的是，俄
罗斯在索契这个35万人的
小城砸下500亿美元，让这
届冬奥会成为历史最昂贵
的奥运会。索契冬奥会满
足了人们的期望，所获得
的奖牌数量打破了俄罗斯
参加冬奥会的历史，同时，
也留下了令人满意的奥运
遗产，俄罗斯一次性把这
个被群山围绕城市的交
通、酒店和服务质量提升
到了世界级水准。

俄罗斯主办本届世界
杯接待了多位国家领导，
一扫世界杯抵制风波和兴
奋剂制裁的阴霾，而世界
杯的建设性工作，为俄罗
斯经济注入了活力，这次
大赛不仅是向世人展示完
整的俄罗斯，还借机让俄
罗斯民众了解外面是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世人又是
如何看待俄罗斯的。
在成都商报特派记者采访
期间，就有不少俄罗斯年
轻人对中国很感兴趣，有
的还向记者打探中国的商
业机会，世界杯的举办，有
助于促进全球年轻人的交
流，回馈将不仅局限在体
育领域。
成都商报特派记者 欧鹏

发自莫斯科

7月7日莫斯科当地时间晚上9
点，从索契费什体育场，到莫斯科麻
雀山球迷广场，整个俄罗斯都将目光
聚集在了俄罗斯与克罗地亚的厮杀
战上。经历了120分钟你追我赶的角
逐，最终在点球大战中俄罗斯队负于
克罗地亚，无缘四强，遗憾出局。对于
这个结局，不少观赛的俄罗斯球迷难
掩心碎，流下了眼泪。

“遗憾，难过，但并不羞愧！”俄罗
斯塔斯社用三个词总结了俄罗斯与
克罗地亚的黑马大战。

在短暂的难过伤心后，虽然并不
如赢得胜利后的疯狂，俄罗斯却出人
意料地进入了全民欢庆的氛围。

昨晚在麻雀山现场的球迷格里
戈里表示，俄罗斯输给了克罗地亚，
但在比赛结束后，现场众多俄罗斯球
迷开始鼓掌欢呼，感谢球员和球队。
不仅如此，大家还开心地跳起了舞，
相互拥抱。仿佛没有意识到俄罗斯国
家队输了一样，这是个矛盾的画面
——俄罗斯球迷庆祝着失败。他说：

“俄罗斯队从未取得过这样的成绩！
这已经很酷、很优秀了！毕竟在世界
杯开始前，没人相信这支球队能踢好
球。虽然输了很遗憾，但我依然为他
们欢呼：‘俄罗斯！俄罗斯！’”

为什么要庆祝失败？几名俄罗斯
球迷为成都商报记者解答了这个疑惑。

“这已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来自小城彼尔姆的奥克萨娜告
诉记者，自己关注足球，是因为15岁
的儿子就是一名足球守门员。“正因
为如此，我知道这样的成绩来之不
易。没有人生来便是足球运动员，登
上世界级的赛场，他们需要奉献自己
最好的少年时光，甚至是健康，经历
无数次的失败。这支俄罗斯队也是如
此，在深知没人相信他们能赢得比赛
的情况下，他们凭借自己坚韧的毅力
和精神，赢得了所有俄罗斯球迷的尊
重，赢得了世界的掌声。整个俄罗斯
都为他们感到骄傲！”

与奥克萨娜有相同想法的俄罗斯
球迷并不在少数……球迷弗拉基米尔
说：“虽然输了，但我认为这是俄罗斯
队最棒的一场比赛。它体现了俄罗斯
足球的精神和特质，感谢俄罗斯队为
所有球迷呈现了如此精彩的比赛！这
场比赛将会被所有俄罗斯球迷铭记！”

球迷阿列克谢说：“这次世界杯
俄罗斯队创造了历史，我认为这已经
是胜利了。我们应该为俄罗斯，为俄罗
斯足球鼓掌欢呼！感谢俄罗斯队的努
力，感谢他们为所有球迷带来的欢乐
和胜利！俄罗斯队是最棒的！乌拉！”

球迷伊琳娜说：“我们的球员太
棒了！这已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我们
进入了1/4决赛。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那些仍然指责球员输掉比赛的人，并
不明白他们都经历了哪些困难。每个
人都会失误，犯错误，他们在这届世
界杯中的表现已经很好了。与过去俄
罗斯队的比赛相比，他们已经呈现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水平比赛。这非常
值得称赞！”

“让我爱上了足球”

俄罗斯队止步8强的同时，俄罗
斯世界杯也走向尾声。对于本次世界
杯，一向以高冷著称的俄罗斯人又都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呢？

资深球迷季莫费表示，2018年世
界杯对整个俄罗斯而言，是一个真正
的节日。“首先，外国的球迷为俄罗斯
奉献了一场狂欢盛宴。我们的客人来
自世界各地，他们向俄罗斯展现了一
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民族情调，并与我
们分享了自己的文化。其次，在本届
杯赛上表现完美的俄罗斯球队，在球
场上努力与全球最好的球队拼杀，让
大家享受着比赛。”

女球迷娜塔莉告诉记者，在世界
杯之前，自己从来不看足球比赛。“这
次世界杯让我爱上了足球，昨天的比
赛很精彩。世界杯为俄罗斯带来了自
信，让俄罗斯人团结了起来。我很开
心，能经历这样精彩的体育盛事。”

某球迷协会会长奥列克表示，世
界杯对俄罗斯的影响不言而喻，俄罗斯
人也已经感受到了它带来的改变。“好
客、热诚、友善、互助，所有人将自己内
心最美好的一面都展现了出来。2018年
俄罗斯世界杯留下的，不仅是新建的体
育场、机场、酒店和道路，还有组织和举
办高水平赛事的丰富经验。我希望，俄
罗斯能利用它来造福更多俄罗斯公民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毫无疑问，在经历了世界杯后，
俄罗斯将掀起新一波足球热潮，为俄
罗斯足球注入更多新鲜血液和能量。
季莫费告诉我们：“俄罗斯足球将充
满希望，家长们会带着孩子去足球学
校，去体育场……开始向他们灌输足
球、体育和健康的生活理念。”

成都商报特派记者 徐缓
发自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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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大学外冷清的街道上突然变得人山人海，有的穿着俄罗斯队的球服，有的打扮怪异，还有很多人脸上
画着俄罗斯国旗，身上还披着一面国旗，他们呐喊着、唱着“喀秋莎”等歌曲，吹着喇叭，向着一个方向前行——设
在莫斯科大学里的城市球迷区。这是当地时间7月7日下午发生的一幕。就在当晚，俄罗斯队与克罗地亚队的1/4
生死战会在索契进行。这一天，俄罗斯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向着城市球迷区进发，或呼朋唤友聚集到酒吧里。

当地时间晚上7点过，能容纳2万5千名球迷的莫斯科城市球迷区已经人满为患，然而，还有源源不断的球迷
赶往这里，以至于官方不得不在斯巴达克体育场另外开辟了一个球迷区，成都商报特派记者看到，在莫斯科大学
地铁口前往城市球迷区的路上，志愿者和警察拿着喇叭向球迷们做着解释工作。因为离斯巴达克体育场有10多
公里的路程，有的球迷不愿错过精彩的瞬间，就席地而坐，拿着
手机观看直播。

时间到了晚上9点，这一刻，莫斯科万人空巷！虽然最终俄罗
斯不敌克罗地亚而止步于8强，但作为主办国，俄罗斯赢得了尊
重，世界杯最大赢家无疑是俄罗斯。

尽管在1/4决赛中未能获胜，但俄罗斯
队球员们依然被总统普京称为“英雄”。

以32强中世界排名最低的身份开启世
界杯之旅，俄罗斯队的前景并不被看好。热
身赛八战难求一胜，他们甚至被冠以“最
弱”东道主的称号。但揭幕战5比0大胜沙
特，第二场3比0大胜埃及，两战攻入8粒进
球，时隔32年再度晋级世界杯淘汰赛，让外
界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支球队。

俄罗斯国家队在成立后仅仅只参加过
三届世界杯正赛，且均未能晋级淘汰赛。此
前他们的世界杯最好成绩，还是在参加1994
年美国世界杯时创下的第18名。俄罗斯23人
名单绝大部分球员来自于俄超球队，门将阿
金费耶夫算是队内最大牌的球星兼场上队
长，日尔科夫曾在切尔西效力，但随后也离开
了众人的视线，切里舍夫在皇马期间郁郁不
得志，除此之外，甚至更难找出另一个稍有
名气的球员。

令人钦佩的是，俄罗斯队的每场比赛都
是用自己的实力拼下来的，每场比赛，主帅
切尔切索夫都会针对每个对手进行详细的
战略部署，扬长避短进行有效打击，面对明
显的技术短板，俄罗斯队则用勤勉的奔跑来
弥补，与克罗地亚的比赛，他们一共跑动148
公里，比对手足足多出9公里。要知道，他们
与西班牙的1/8决赛同样打满120分钟，跑动
也达到146公里。在体力耗尽的情况下，唯有
坚强的意志还能支撑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进
攻，直至最后一刻也决不放弃。

尽管遗憾止步八强，但俄罗斯队的表现
足以配得上球迷的掌声。一枚希望的种子已
经悄然种下，俄罗斯足球又将重新起步！

俄罗斯军事观察网7月5日报
道称，俄罗斯世界杯已被评为史
上最为盈利的一届世界杯。利润
不仅来自各支球队参加比赛的直
接支出，还得益于电视转播、广告
出售和球迷在俄花销等。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国
际足联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
赚了39亿美元，在2014年巴西世
界杯上赚了48亿美元。本届世界
杯赛程过半时，国际足联收益已
达约32亿美元，预计收益总额将
达61亿美元。

另据《莫斯科时报》此前的
报道，在世界杯赛事举行的一个
多月时间内，俄罗斯将迎来超过
150万外国游客，其中包括10万
中国游客。成都商报特派记者在
俄罗斯期间，不仅在各个城市的
官方球迷区、赛场能看到大量的
中国人，在餐厅、商场也随处可
见中国人的身影，红场边上的一
家当地著名的商场还配备了中
文导购，进行购物、退税等服务。

本次世界杯在俄罗斯的11
座城市举行，政府通过世界杯极
大地提升了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包括新建机场、道路、酒店、体育
馆、医疗机构，促成了国家运动
行业、酒店和餐饮等服务业的转
型升级，带动了一批中小型企业
的发展，为俄罗斯创造了近22万
个工作岗位，俄罗斯城市的吸引
力和竞争力也相应地得到提升，
使俄罗斯经济发展更加多元化。

俄罗斯《导报》网站7月5日
报道，俄罗斯外贸银行的统计显
示，世界杯小组赛期间，各国球
迷在与该行合作商业网点的刷
卡消费额超过了170亿卢布（63
卢布约合1美元）。6月最后一周
与第一周相比，莫斯科各宾馆酒
店的营业额增加了60%，达4.44
亿卢布，而酒吧餐馆的营业额提
高了30%，达28亿卢布。

赛事前，有着对俄罗斯主办
此届世界杯大肆“抹黑”的声音：
球场来不及建好、治安差得吓死
人，球迷不友善、满街醉酒佬，俄
罗斯队球员踢得差、俄罗斯人也
不会看球……

但各国球迷亲身体验后，就
发现这些声音有很多不实之处，
对成都商报特派记者而言，本届
世界杯留下的大都是美好的一
面，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
索夫就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为了
妥善组织比赛，俄罗斯建立了大
规模的法律法规框架，2013年就
通过了关于筹备和举办世界杯足
球赛的专项联邦法律，还批准了
相关的世界杯筹备计划，共有261
项内容，包括体育设施、公共领域
设施、健康能源提供设施的建设
与改造。”

比如，圣彼得堡和下诺夫哥
罗德市新建了地铁站；各个主办
城市机场基础设施也进行了现代
化改建，圣彼得堡、伏尔加格勒、
叶卡捷琳堡、下诺夫哥罗德、萨马
拉等城市都建立了新的航站楼，
顿河畔罗斯托夫还建了新机场。

成都商报特派记者也体验了
在比赛日当天持票观众可免费搭
乘公交（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有
轨电车、地铁、城际电气火车及机
场特快列车）这一福利。值得一提
的是俄罗斯的城际列车，凭FAN
ID（球迷签证）和球票就可以在网
上免费申请，4人一个房间，其设
施与国内的软卧车厢相当，睡一
觉就到了赛场，看完比赛在火车
上睡一晚到下一个城市，是省钱
球迷的最佳选择。

另外，外界原本担忧的种族
歧视或足球流氓闹事等行为在本
届世界杯上也基本绝迹，虽然在
街上仍可看到喝得醉醺醺的醉
汉，但在遍地安保的城市里，球迷
们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莫斯科地铁上，一个球
迷打扮的光头大汉突然唱
起了“喀秋莎”，引来几人唱
和，剩下的人则相视而笑，
一曲完毕，大汉与几个同唱
者拥抱在一起，再高呼几声

“俄罗斯”。这是成都商报特
派记者亲身经历。而这样的
场景经常发生，在俄罗斯队
的比赛日里尤其多。

了解俄罗斯的人都知
道，俄罗斯人在陌生人面前
比较冷漠。但本届世界杯，
却改变着人们对俄罗斯人
的印象。最直观的是，他们
因为世界杯凝聚在一起了。

“2014年冬奥会之后，俄罗
斯的民族自豪感及自信心
得到了极大提升，因此，民
众普遍对世界杯这种大型
国际赛事持支持态度。”这
是一位俄罗斯当地人对成
都商报特派记者说的话。

在俄罗斯队挤进8强
时，就让俄罗斯民心为之
一振，许多大城市都陷入
疯狂，大批粉丝纷纷涌上
街头，狂欢庆祝胜利。而当
俄罗斯输掉1/4决赛的比
赛时，球迷们的表现也令
人钦佩，有的球迷高举俄
国旗，齐声呼喊着“俄罗
斯，前进！”的口号，有的
球迷则高唱《喀秋莎》、俄
罗斯国歌等，引来周边大
批球迷跟唱。还有的球迷
则大喊“久巴、久巴（俄罗
斯队前锋名字）”，以此表
示对球员的爱戴。一些身
披国旗的球迷对着等待他
们过马路的汽车高呼口号
并吹响喇叭，周边车辆也
纷纷鸣笛予以附和，马路
上车流缓慢，但气氛欢快、
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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