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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世界杯20年编年史

二十年

还记得二十年前还记得二十年前

那一群懵懂的少年那一群懵懂的少年

擦亮了双眼擦亮了双眼

挺起了双肩挺起了双肩

要将梦想实现要将梦想实现

还记得二十年前还记得二十年前

那一句执着的誓言那一句执着的誓言

忘记了永远忘记了永远

却忘不了当年却忘不了当年

别说已到了明天别说已到了明天

因为明天还在前面因为明天还在前面

就在这二十年间就在这二十年间

这世界悄悄地改变这世界悄悄地改变

模糊了双眼苍老了容颜模糊了双眼苍老了容颜

梦想从未蜕变梦想从未蜕变

就在这二十年间就在这二十年间

习惯了平凡看淡了恩怨习惯了平凡看淡了恩怨

梦想还在心田梦想还在心田

回忆是条琴弦回忆是条琴弦

守住太多纪念守住太多纪念

当年的歌回荡耳边当年的歌回荡耳边

谁谁 感慨万千感慨万千

——《二十年》歌词节选

在1998年世界杯之前，欧洲
足球强国是非常传统而排外的，
在如今的几大豪强中，法国队
1986年世界杯阵中，只有蒂加纳
一名非洲后裔，此后的1990年和
1994年两届世界杯他们均缺席；
英格兰队1990年世界杯阵中只有
约翰巴恩斯一名黑人球员，而德
国队、比利时队、意大利队、西班
牙队相对“血统”更加纯正。

但正是由于连续缺席了两届
世界杯，法国队从1989年开始建
立全新的青训体系，在全国范围
内建立了包括克莱枫丹基地在
内的众多青训中心，而在这个过
程中，包括青训体系创建者达米
亚诺在内的众多有识之士均发
现，来自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
移民后代，在各项身体素质上都
远超同龄的法国本土后代，于是
当法国足协向这些移民后代敞
开青训大门后，在十年时间内，
法国涌现出了大批天赋惊人的
球星，包括齐达内、亨利等等。在
1998年世界杯上，拥有7名黑人
球员以及齐达内这样的阿尔及
利亚后裔的法国队一举夺得冠
军，本届世界杯，法国队阵中黑
人球员多达14人。

法国队的成功也引起了欧洲
豪强的纷纷效仿，首先就是英格
兰，同样缺席了1994年世界杯的
他们，在1998年世界杯上就有4名
黑人球员，分别是坎贝尔、因斯，
莱斯·费迪南德和里奥·费迪南
德。到2002年世界杯，就暴涨至9
人。而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阵中有
11名黑人球员，差点占了球队总
人数的一半。至于比利时，他们直
到1998年世界杯才开始出现黑人
球员和归化球员，包括巴西前锋
奥利维拉以及刚果裔的姆彭扎兄
弟，如今比利时队内11人是移民
后裔，其中5人的父母来自刚果民
主共和国，3人有摩洛哥血统，另
外3人是马里、科索沃等国的移民
后裔。

就连一向最严谨传统的德国
队，也在1998年世界杯惨败后被
迫改变，2002年世界杯，德国队出
现了历史上首位黑人球员阿萨莫
阿，此后，包括厄齐尔、赫迪拉等
大量土耳其后裔开始登上舞台，
而也正式凭借这些移民球员的帮
助，德国队从2006年开始崛起，并
在2014年获得世界杯冠军，本届
世界杯，德国队有9名球员为移民
后裔。

在足球技战术发展方面，1998年
世界杯是现代足球成长过程中一步
比较重要的阶梯。在1998年世界杯之
前，以单一球星或两三名球星为核心
设计战术，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巴西
等美洲球队的主流战术风格。但在法
国世界杯上，有序、有组织的整体进
攻和整体防守战术开始占据主流舞
台，法国队在几乎没有靠谱中锋的情
况下最终夺取冠军，就是最有说服力
的论据。此外荷兰、阿根廷和英格兰、
丹麦、克罗地亚也属于此列。

打到半决赛的荷兰队将全攻全
守足球的压迫体系进行了提升，尽
管半决赛点球输给巴西，但印证了
整体战术的作用。而冠军法国队则
是通过齐达内为轴心，和其他队友
的有机串联，将整体攻防在决赛当
中做得滴水不漏，决赛中将拥有罗
纳尔多、占有技术优势和崇尚个人
英雄主义的巴西队压得毫无机会。

而这届世界杯，也成为欧洲球
队彻底压倒美洲球队的发端。从某

个方面也证明了战术素养更好的
欧洲拉丁派在现代足球发展过程
中更容易完成提升。从技战术的细
分来看，就必须考虑到大洲的地域
因素——欧洲足球的风格更为多
样化，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更丰沛，
而南美球员到欧洲五大联赛效力，
他们的个人天赋、对技战术的独特
理解不但会丰富整体战术的内容，
同时也对进攻和防守的细化提出
了更多可供研究的个体和课题。

在1998年世界杯之前的15届世
界杯里，以巴西为代表的美洲球队9
次夺冠，而欧洲球队仅仅夺冠6次。然
而，随着1998年法国夺冠之后，此后
的5届世界杯，南美洲球队除巴西在
2002年那次波诡云谲的世界杯上夺
冠之外，最好成绩只是2014年阿根廷
的亚军，甚至有三届世界杯决赛（包
括本届），两届世界杯四强，都变成欧
洲球队的“内战”。对于产生了贝利和
马拉多纳这两代球王以及无数璀璨
巨星的南美足球来说，十分尴尬。

即使在政治层面，1998年世界杯也有至关重要
的意义，它正好发生在世界足坛的当代秩序确立的
那个时间段里，并成功地为这个秩序做了奠基。这
个秩序，主要有三点，首先是世界杯首次扩军至32
队，从24到32增加的8个名额，其中5个分给亚非，这
也是世界杯第一次在亚洲和非洲这两个占世界人
口70%的大洲做出了本质性的扩张，使得世界杯在
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真正得到确立。

其次，在世界杯前不久，统治国际足坛长达24年
的巴西人阿维兰热下台，而作为他亲密盟友的瑞士
人布拉特击败了代表欧足联利益的约翰松成为国际
足联主席。这次竞选，也为此后20年来国际足联与欧
足联之间尖锐的矛盾埋下伏笔，甚至在某种意义上，
这就是三年前国际足联贪腐案爆发的发端。当然，也
有评论人士认为，国际足联和欧足联之间的矛盾，客
观上对FIFA与世界杯的国际推广与欧洲足坛作为足
球运动中心的整体水平的提高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欧洲足坛作为足球运动中心的地位，也是
在那届世界杯之后彻底确立起来的。1998年世界杯在
欧洲获得巨大反响后，欧足联将原本与欧冠同级的欧
洲优胜者杯取消，在1999-2000赛季确立了现在的欧
冠联赛的形式，如今代表足球运动的顶级水平的欧洲
联赛—欧冠—欧洲杯—世界杯体系，就此正式树立。

1998年世界杯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后的首届世界杯，
1994-1998年火爆的甲A联赛，以及随着有线电视的普及，
CCTV5大规模转播五大联赛，培养了人数众多，也是最痴迷
于足球的一代中国球迷。他们的热情，在1998世界杯集中爆
发，而那一届世界杯，也被大多数80后球迷视为最好的一届
世界杯。

从比赛精彩层度来说，1990年进球过少、比赛太沉闷，尤
其决赛堪称历届最烂；1994年众多强队缺席，以及天气原因，
导致整体含金量不足；2010年和2014年两届，随着南美足球
与欧洲足球差距拉大，缺乏足够的对抗。1998年世界杯，巴
西、阿根廷、法国、意大利、英格兰、荷兰等强队，包括那时的
预选赛之王西班牙，账面实力都处在顶峰，第二层次里的丹
麦、罗马尼亚、尼日利亚、智利，以及成为黑马的克罗地亚，各
有特点。因此，那届世界杯，奉献了众多经典名局，比如十六
强英阿大战、法国金球胜巴拉圭，八强阿根廷对荷兰、克罗地
亚淘汰德国、法国点球击败意大利，四强巴西荷兰对攻战等。

更重要的是，1998年世界杯上群星璀璨，几乎每支球队，
都有叫得上名字的球星，巴西的罗纳尔多、贝贝托；法国的齐
达内、德约卡夫；荷兰的博格坎普、克鲁伊维特；克罗地亚的苏
克、博班；意大利的巴乔、维埃里；阿根廷的巴蒂、奥特加；英格
兰的贝克汉姆、欧文；智利双煞萨拉斯和萨莫拉诺……这众
多的球星，构成众多中国球迷对于世界杯最美好的回忆。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图据新华社、东方IC、百度等

北京时间7月15日（本周日）晚间11点法国和克罗地亚
将打响俄罗斯世界杯决赛，成都商报特派记者在莫斯科红场
偶遇了3位克罗地亚的球迷，46岁的德扬是其中一位，他和
几位朋友在当地时间7月10日抵达的莫斯科，身为工程师的
德扬为了这次行程，从一年前就开始准备。作为一位“老球
迷”，他也对1998年世界杯克罗地亚1比2不敌法国队的那场
比赛记忆犹新，他说道：“那场比赛克罗地亚的表现很棒，我
们刚开始还1比0领先呢。然后我们的队长出现了一个小失
误，最后很遗憾他们连追2球，赢了我们。但我希望，这次的
决赛我们能战胜法国队。”

1998年德尚是法国队队长，现在他是法国队主教练，而
当年用脚拉小提琴的苏克，如今是克罗地亚足协主席，克罗
地亚队与法国队的世界杯决赛，很多人认为是克罗地亚的一
场复仇之战，德扬并不赞同：“我不认为这是复仇，这就是一
场比赛，总有人要胜利。我们只是希望克罗地亚能拼尽全力
比赛，当然我也希望，这一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但重要的
是，大家都能享受比赛带来的欢乐和幸福。”

身为克罗地亚的球迷，德扬是幸福的，德扬说道：“我们
只有近420万人口，但我们的足球人才层出不穷，1998年克
罗地亚队的核心是苏克，现在是莫德里奇，他们都是当代最
杰出的球员。两人之中如果要分一高下，我觉得莫德里奇更
伟大，他的水平比苏克更高。苏克是一个很棒的球员，是一个
很优秀的前锋。莫德里奇是皇家马德里的主力，尽管我不是
皇马球迷，我支持巴萨。但在我心中，莫德里奇是一个伟大的
球员，他是一个优秀的球队领导者，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足球
运动员之一，他能带领克罗地亚击败法国，赢得冠军。”

成都商报特派记者 欧鹏 徐缓 发自莫斯科

移民足球兴起
欧洲至此“变黑”

技战术层面
欧洲彻底压倒美洲

1998年
中国球迷眼中最好的一届世界杯

政治层面
确立世界足坛新秩序

昨天凌晨，随着克罗地亚队加时赛击败英格兰队，他们与法国队将于15日晚在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
争夺2018年世界杯冠军。

有意思的是，就在20年前的7月9日，两队上一次在世界杯上碰面，当时
是半决赛，此后法国队拿到世界杯冠军，而克罗地亚获得季军，这也是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获得的最好成绩。20
年这个时间坐标，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独特的意义。《左传·哀公元年》有云：“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
之外，吴其为沼乎！”讲的是越王勾践带领越国民众休养生息，积攒力量，一举击败夙敌吴国，一雪前耻。

对于本届世界杯来说，20年前的法国世界杯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法国队主帅德尚，正是那届法国队
的队长，当家球星姆巴佩，更是出生在那届世界杯之后半年。而当时那支克罗地亚当家前锋苏克，如今担任克
罗地亚足协主席，在他的任内，克罗地亚队重现辉煌。

除开法国与克罗地亚，四强中另外两队，也与20年前那届世界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格兰队主教练索
斯盖特，是当年那支夺冠大热门英格兰队主力中后卫；而比利时队助教亨利，则是当时那支法国队的主力边锋。

事实上，1998年世界杯，被很多人视为足球世界的一道分水岭，对于
如今世界足球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克罗地亚球迷：

莫德里奇能率队击败法国

继 1998 年 世 界 杯 半 决 赛 后 ，法 国 队 和 克 罗 地 亚 队 将 在 15 日 争 夺 2018 年 世 界 杯 冠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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