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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

一个达不到梅西和C罗水准的人，

怎么能让热刺收获两倍于拜仁夺欧冠的奖金。 皇马

签下贝尔绝非全因为经济， 他们要的是球员一半的

肖像权和场外营销的收入，但贝尔这么低调，不同于

C罗和之前的贝克汉姆，又如何能让皇马得偿所愿？

《每日邮报》：

贝尔促销球衣能力欠佳，上赛季英

超球衣销售的三甲分别是范佩西、鲁尼和香川真司，

前十都不见贝尔。

《阿斯报》：

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的参与者认为

贝尔的转会费区间应该在6000万-7000万。 而仅有

1.24%和6.31%的球迷认为， 贝尔的身价区间在1亿

-1.1亿和1.1亿-1.2亿之间。

贝尔身价上亿？ 值不值？

马丁·德尔普（西班牙进球网主编）：

我不

认为这世界上有任何一名球员能价值1亿欧

元，无论他的名字是贝尔、梅西或是C罗。

寒冰（《足球报》国际足球专家）：

德国转会

市场网为贝尔估价是5000万欧元，他也没有像

当年的C罗那样赢得奖杯和金球先生后才加

盟皇马，因此这个价格明显是虚高的。不过，鉴

于目前能买到的顶级攻击手已被瓜分完毕，贝

尔算是奇货可居，溢价翻倍也是可以理解的。

张玉强（《体坛周报》英超专家）：

这个问

题得分角度来看。 从买家皇马来看， 他不缺

钱， 这笔天价交易有利于其塑造在全世界的

影响力。 千金买马

骨，就是这个道理；

从球迷的角度看，

贝尔可能不值 1.2

亿欧元， 尤其认为其能

力不可能超过C罗， 凭啥价格比C

罗还贵， 但身价这个东西本身和球员真实价

值就未必匹配。还有一点，贝尔值不值1.2亿

欧元，更重要的是看他的表现，如果加盟皇马

后能够打出英超水准，甚至更高水准，帮助皇

马夺冠，那当然物有所值。

皇马天价买贝尔的原因？

张玉强（《体坛周报》英超专家）：

贝尔给

英超带来的更多是品牌上的价值，一个年轻、

健康、能力强大、活力四射的球星，有助于提

升一个联赛的形象。正如梅西C罗之于西甲。

商业上，其实并未创造足够大的价值，上赛季

英超最热卖的球星球衣， 贝尔未进入英超前

十，当然，这也与热刺的影响力有限有关。

寒冰（《足球报》国际足球专家）：

皇马执

意购买贝尔， 有建队方略和竞争外交的双重

压力。首先，弗洛伦蒂诺的一年一巨星政策必

须延续，今年在卡瓦尼、法尔考和内马尔都已

被抢走的前提下，皇马必须有所得。相比苏亚

雷斯， 贝尔好歹还有3个英超最佳的头衔，而

且他的到来能够为皇马带来边路攻击力，为

C罗提供支援。在鲁尼无法到队的前提下，贝

尔是打开英国和远东市场的最佳人选。

升值潜力？

滨岩（《体坛周报》西甲专家）：

基本已经很

难了。一是因为他这次的身价已经达到了一个

很高的值，想要超越基本不现实了。其实皇马

不是以低买高卖、赚球员差价的球队，这么多年

球队转来这么多人，现在也就是C罗略有升值。

杜立言（西班牙《马卡报》中文网记者）：

个人

认为贝尔有一定商业升值空间，这也是弗洛伦蒂

诺收购其的重要目的之一。

引发欧洲联赛格局强震？

张玉强（《体坛周报》英超专家）：

这个赛

季，有很多位西甲球星转会到英超，主要是英

超需要更多高水平的技术流球员， 提高联赛

整体水平。但英超头牌贝尔如果被挖走的话，

那就和当年C罗去皇马一样，你又得花上时间

重新打造自己的No.1球星， 对英超品牌的负

面影响不言而喻。

马丁·德尔普（西班牙进球网主编）：

毫无疑

问，贝尔的到来会提升西甲在全球的影响力，尤

其是在英语国家。就西甲本身而言，贝尔会加强

皇马的攻击实力。但我觉得就这两个赛季而言，

巴萨的“梅西+内马尔”组合的攻击实力还是

要比皇马的“C罗+贝尔”的组合要强，因为梅

西和内马尔都是来自南美，两人性格相投，会很

默契。而皇马那边就要有一段磨合的过程。

贝尔对皇马有何好处？

杜立言（西班牙《马卡报》中文网记者）：

对西甲来说， 贝尔的到来会强化皇马和巴萨

的双雄竞争，这对于西甲整体来说是好事，考

虑到今年法尔卡、纳瓦斯、内格雷多、索尔达

多等明星球员都离开西甲， 皇马此举也在一

定程度上捍卫西甲的号召力。

寒冰（《足球报》国际足球专家）：

贝尔在

竞技上对皇马的意义非常重要， 与内马尔不

同，贝尔可以胜任前场左、中、右任何一个攻

击位置，甚至可以胜任边后卫。这对于上赛季

边路进攻过于依赖C罗的皇马而言，是战术多

变的核心环节。

是否能成为商业巨星？

滨岩（《体坛周报》西甲专家）：

这个还是

有一定的可能性。 因为皇马的商业团队是非

常专业和资深的，他们不会打没把握的仗。

杜立言（《马卡报》中文网记者）：

贝尔的

长相有一定的特点，但性格比较内敛，而且他

已经有固定的女友还有了一个女儿。 他对感

情一直低调处理， 在英国媒体的环境下都很

少有花边新闻。他代言的广告也不算太多，现

在主要是在英国BT和美国NBC两个体育频

道，对非英语地区的市场发掘不是很够。

这是弗洛伦蒂诺标准的一种转会交易， 他仍然

在“银河战舰”的思维里堆砌着最大牌球星，同时他

需要贝尔这样的新兴球星， 来稳固自己在皇马十万

会员中的选票地位。贝尔还有相当的市场魅力，这对

于提升皇马在拉丁市场外的空间，也会是一种利器。

足球意义上的分析， 收购贝尔似乎也是合理

的———C罗不愿意打中锋， 由左路内切是他的习惯

攻击线路；贝尔则有着左脚球员右路内切的能力，所

向披靡。只是足球团队组合，绝不是球星堆砌那么简

单，皇马不缺球星，从来都不缺攻击线上的球星。皇

马在弗洛伦蒂诺治下，成绩不够出色，缺的是攻守之

间的平衡。

贝尔会成为弗洛伦蒂诺的一大成绩， 不论他是

否能在伯纳乌成功， 因为皇马需要这样华丽绚烂的

世界最昂贵球员， 皇马需要那种镶金嵌玉的奢豪浪

漫，皇马需要一个宣言式的顶级转会。当转会不再是

手段，而已经成为目的时，足球是否已经变质？

18

体育

2013年8月8日 星期四

责编 江弋 李东

美编 欧鹏 校对 雷宇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年份 球员 出售俱乐部 买入俱乐部 转会费

（英镑）

1893

威利·格洛维斯 西布朗 阿斯顿维拉

100

1904

麦克康比 桑德兰 纽卡斯尔

700

1905

阿尔弗·康姆 桑德兰 米德尔斯堡

1000

1913

李利克洛普 巴恩斯利 博尔顿

1300

1913

乔治·伍特里 巴恩斯利 谢联

2000

1914

道森 中洛锡安 布莱克本

2500

1922

普德福特 西汉姆 法尔科克

5000

1922

克雷斯维尔 南部联队 桑德兰

5500

1925

鲍勃·凯利 伯恩利 桑德兰

6500

1928

戴维·杰克 博尔顿 阿森纳

10890

1932

贝纳比·费雷拉 飓风 河床

2.3

万

1949

琼尼·莫里斯 曼联 德比郡

2.4

万

1949

奎格雷 谢周三 普雷斯顿

2.65

万

1950

特雷沃·福德 阿斯顿维拉 桑德兰

3

万

1951

杰克·塞维尔 诺茨郡 谢周三

3.45

万

1952

汉斯·杰普森 亚特兰大 那不勒斯

5.2

万

1954

斯齐亚菲诺 佩纳罗尔

AC

米兰

7.2

万

1957

西沃里 河床 尤文图斯

9.3

万

1961

路易斯·苏亚雷斯 巴塞罗那 国际米兰

15.2

万

1963

索马尼 曼托瓦 罗马

25

万

1967

哈拉德·尼尔森 博洛尼亚 国际米兰

30

万

1968

阿纳斯塔西 瓦雷塞 尤文图斯

50

万

1973

克鲁伊夫 阿贾克斯 巴塞罗那

92.2

万

1975

萨沃尔迪 博洛尼亚 那不勒斯

120

万

1976

保罗·罗西 维琴察 尤文图斯

175

万

1982

马拉多纳 博卡青年 巴塞罗那

300

万

1984

马拉多纳 巴塞罗那 那不勒斯

500

万

1987

古利特 埃因霍温

AC

米兰

600

万

1990

罗伯特·巴乔 佛罗伦萨 尤文图斯

800

万

1992

帕潘 马赛

AC

米兰

1000

万

1992

维亚利 桑普多利亚 尤文图斯

1200

万

1992

伦蒂尼 都灵

AC

米兰

1300

万

1996

阿兰·希勒 布莱克本 纽卡斯尔

1500

万

1997

罗纳尔多 巴塞罗那 国际米兰

1950

万

1998

德尼尔森 圣保罗 皇家贝蒂斯

2150

万

1999

维埃里 拉齐奥 国际米兰

3200

万

2000

克雷斯波 帕尔马 拉齐奥

3550

万

2000

菲戈 巴塞罗那 皇家马德里

3700

万

2001

齐达内 尤文图斯 皇家马德里

5300

万

2009

卡卡

AC

米兰 皇家马德里

5600

万

2009 C

罗 曼联 皇家马德里

8000

万

2013

贝尔 热刺 皇家马德里 ？

世界足坛41位标王纪录一览

贝尔创纪录天价转会

内幕独家报道

游

大

话

西

1893

年

1893年， 一名叫格洛维斯的球员从西布

朗转会到阿斯顿维拉， 当时的转会费仅仅是

100英镑而已，却已是世界第一。《福尔摩斯探

案集》 里单身女性70镑就能舒舒服服地过一

年， 所以当时的转会费也就比一名英国普通

居民的年薪高一点而已。

贝尔之前 标王纪录116年翻了80万倍

1928

年

米堡、 布莱克本等队相继打破转会

费纪录， 在 1928年将纪录提升到了原有

数据的 108 .9倍———但其实也就 10890英

镑而已。

1932

年

第一次由非英国球队打破转会费纪录，

是1932年， 阿根廷河床队用约合2.3万英镑从

飓风队引进了贝纳比·费雷拉，这也是二战前

世界转会费纪录最后一次被打破。

1952

年

瑞典球员汉斯·杰普森从亚特兰大转

会至那不勒斯， 这是欧洲足坛第一次完成

非英国足坛的标王转会。事实上从那年起，

英国足球就与标王绝缘了将近半个世纪，

直至1996年阿兰·希勒以1500万英镑身价

从布莱克本转会至纽卡斯尔， 英国俱乐部

和英国运动员才又重新回到世界足坛的顶

级舞台。20世纪最后几十年是英国经济衰

退的年代，英镑大幅度贬值，世界货币的地

位也被美元取代。

1982

年

足坛历史上， 惟一一个两次打破转会费

世界纪录的球员， 是球王马拉多纳。1982年，

时任巴萨主席的努内斯用一张12亿比塞塔

（注：前西班牙货币，约合300万英镑）的支票

说服博卡青年俱乐部放人， 马拉多纳也就此

成为当时身价最高的足球运动员。1984年，巴

萨将与努涅斯闹矛盾的马拉多纳卖给那不勒

斯，转会费为500万英镑，两次都打破了当时

的世界纪录。

1999

年

从1990年的罗伯特·巴乔到1999年的

维埃里，世界标王纪录被8次打破。根据著

名财经网站汤姆金斯2011年统计的数据，

算上货币汇率变化和通货膨胀， 截至目前

至少有5位球员的身价是超过1亿欧元的，

1999年以900亿里拉（注：前意大利货币，约

合3200万英镑） 从拉齐奥转会国际米兰的

维埃里实际上是目前世界足坛最贵的球

员。如果算到2011年，他的身价应该是1.37

亿欧元。

2009

年

到C罗为止， 世界足坛的转会费纪录在

116年里翻了80万倍。

2013

年

成都商报火线策划主持 国际足球权威专家昨日举行“电话圆桌会议”热论贝尔转会

你说大圣不值1.2亿欧元？

当心花果山的孩儿们给你毛起

就在昨天，世界著名互动娱乐软

件公司 EA� SPORTS公布了《FI-

FA14》的新特征预告片，全新的射门

系统完整地模拟了贝尔经典的电梯

球！ 此前， 他们还宣布， 明年《FI-

FA14》 的封面球星分别是巴萨王牌

梅西和热刺新天王贝尔。

这位看上去内敛羞涩的威尔士

年轻人并不缺乏商业头脑。早在去年

夏天， 很有商业头脑的威尔士

人已经将自己庆祝进球时手指

弯曲、 呈现心形的手势连同球

衣的号码“11”注册成商标，并

命名为 “11红心”(Eleven� Of�

Hearts)。 据英国知识产权局的

文档显示，“11红心”这个商标

将附着在衣服、鞋子、首饰等商

品上，可望每年给贝尔带来1000万英

镑的收益。

这一切都解释了皇马为什么不

惜血本一定要买贝尔？他们认定了贝

尔是一个可以接班C罗的人。C罗的

商业代言费已经高达1340万英镑，而

贝尔为一个著名的运动品牌代言，收

费仅为200万英镑， 可供挖掘的潜能

巨大。

马明宇震惊：

我不理解皇马的决定

我此前并未关注贝尔这名球员， 对他了解不多。

但是，这次超过1亿欧元的转会传闻让我非常震惊，我

确实搞不懂老外的运作方式和理念。当年我从全兴转

会佩鲁贾是租借的形式，而且还是免费租借，中田英

寿、 安贞焕在佩鲁贾的第一年也是免费租借的形式。

当时，国际足坛的转会费在我们可理解的范围之内。

贝尔这个价位是我万万想象不到的， 这可是真金

白银啊。皇马如何赚回这笔天价转会费？要知道一名球

员最多也就签约短短数年，我真不太理解皇马的决定。

但同时我也在想， 如此之高的转会费应该是国

外足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以我们现在所处的

中国足球的发展阶段， 对这笔天文转会费是不能理

解的。国外足球市场职业化程度高，市场大，所以目

前才出现了过亿欧元的转会费。如果市场不成熟，我

相信也不会出现眼前的局面。

“11红心”

贝尔一个手势就能赚1000万英镑

梅西C罗里贝里

争雄欧洲最佳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当弗洛伦蒂诺昨日在美国与热刺展开终极谈判，所有人都明白“大圣”西游其实只

是时间问题！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即将诞生！与此同时，围绕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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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天才是否值得

1.2

亿欧元的质疑声正在全世界范围蔓延，皇马是否已成“疯马”？“大圣”的肩头能否抗住

千“金”重担？毫无疑问是当下最热门话题，成都商报火线组织数位国际足球权威专家

召开电话圆桌会议，说大圣值不值，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

颜强担心：

足球是否已经变质？

2001

年

为了得到菲戈，弗洛伦蒂诺为其支付了

6000万欧元的毁约金。 在得到菲戈一年之

后，弗洛伦蒂诺又用5300万英镑挖来了齐达

内，加上随后而至的罗纳尔多、贝克汉姆等

超级巨星，皇马收获了商业和竞技上的巨大

成功。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采写

贝尔破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