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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旋舞步

精心守护传统生活方式
冰岛队更衣室没人耍大牌

虽然C罗在被冰岛逼平后恼羞成怒，机
关枪一样抨击对手“只会防守、防守、防守”

“小家子气”“不会有什么成就”，但这并不妨
碍冰岛人赛后的欢庆。冰岛人带着努力的工
作态度和积极享受的心态在踢球，给北欧邻
居和世界球迷带来别开生面的欢乐。笔者曾
现场直击冰岛超级联赛冠军斯塔尔南对阵凯
尔特人的欧冠预选赛，虽然实力悬殊不敌对
手，但是冰岛球迷其乐融融与苏格兰球迷联
欢合唱的场面还是震撼人心。斯塔尔南作为
半职业球队，在中国球迷中拥有的一点知名
度得益于他们“冰岛庆祝帝”的别名——每当
进球之后，这支球队的可爱球员们总要上演
精心排练过的搞笑庆祝动作。以“骑单车”、

“钓鱼”、“上洗手间”等动作为例，几名球员互
相默契配合，为观众栩栩如生地表演一个个
滑稽场景，演绎着快乐足球的真谛。

作为绝世独立的岛屿，冰岛人要到任何
一个没有常年积雪的大陆都至少需要坐 3
小时的飞机，这样的地理环境也使冰岛人千
年以来都精心守护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简
单快乐的价值观。“我们可不像美国人，我们
喜欢传统简单的生活方式。”冰岛队双主教
练之一的哈德格里姆松解释说，“我们对人
最高的夸奖就是一句‘好小伙’，只要工作勤
恳努力为人正直，都会受到大家认可，跟职
位官衔的高低没有关系。”

所以在这一批三观端正、从小接受同样
青训教育成长起来的冰岛足球小伙子们身
上，外界看到了久违的淳朴和上进心。冰岛
社会极为推崇平等，像C罗和伊布那样在队
中凌驾所有人之上的地位是绝难想象的，也
许这也是冰岛全队异常团结的一个重要原
因。北欧足球虽然算不上细腻优雅，依靠集
体的思路也很难吸引镁光灯的注意。但在这
个多元化的时代，冰岛带来的这股清流还是
让人耳目一新，欧洲杯也需要在传统豪强之
外的这些小球队为大家奉献更多更新颖的
看点。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编译 郑直

10%的国民随队出征法兰西

谁能比冰岛人

约33万人口
约1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
有30个全天候全尺寸球场
有150块室内小型人造球场
每500人拥有一位“欧足联教练”
四年间FIFA排名跃升100名

更爱足球？

人口约33万、国土面积约10
万平方公里的冰岛队，在昨日凌晨
欧洲杯小组赛首轮最后一场比赛中
1比1逼平C罗领衔的葡萄牙，冰岛
在参加的第一场大赛就实现了第一
个进球和第一个积分的突破，要知
道他们的总人口还没有C罗在新浪
微博上的粉丝多（39万）！3万名冰
岛球迷初次登上大赛舞台也并不怯
场，声势浩大，作为一个蕞尔小国，
这次欧洲杯他们就出动了十分之一
的人口前往法兰西！

冬天也能有球踢
每500人就拥有一位专业教练

冰岛这个充满硫黄和地热的仙境岛屿，有着
安静祥和的街景，奇绝壮丽的悬崖和海岸线，让摄
影师感叹这里就是世界的尽头，或者是另一个世
界的开端。高智商的冰岛人也因地制宜，走出一条
与众不同的足球改革之路——在2012年时，低谷
时期的冰岛一度FIFA排名只有130多位，短短四
年间他们的排名跃升百名。

冰岛是个为足球狂热的国度，小孩子们每周
在电视上观看巴萨或者曼联已是常态，但人口社
会因素和自然条件制约了冰岛足球的发展。冰岛
社会推崇全能的个体，没有多少人只拥有一项技
能或职业。以首都雷克雅未克为例，现任市长还兼
职医生，前任市长则是个业余喜剧演员。国家队门
将哈尔多松还有个职业是导演，代表冰岛参加
2012年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的MV就是他导演录制
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想要冰岛人从小接受职
业足球教育显然并不现实。

2000年冰岛足球人开始学习邻居挪威，展开大
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从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依靠本
国企业赞助和欧足联支持 ，冰岛开始了兴建带地
暖加热的室内足球场的“足球屋计划”，目前冰岛已
有30个可在各种天气使用的全尺寸球场，还有近
150块带顶棚结构的室内小型人造场地，让国民参
与足球运动的时间极大增加。室内足球场的修建不
是形象工程，这些新场地深入每个村镇，并且与学
校合作扎根社区，孩子们因而从小接受足球启蒙训
练。冰岛各地的足球训练学校由政府拨款支持，包
含免费班车在内，使得冰岛孩子参加足校方便且便
宜。由于人口不多，冰岛的青训系统不会很早开始
层层筛选，和西欧大俱乐部从10岁开始淘汰小球
员不同，冰岛模式下不会有被过早湮没的苗子。

除了克服自然条件限制，智商极高的“学霸”冰
岛人还积极参与欧足联教练课程的学习，目前大约
有600多名冰岛教练持有欧足联B级以上教练执
照，相当于每500个冰岛人里面就有一位“欧足联
教练”，这一比例远远超过英西德法等足球大国，像
英格兰每3800人才有一位欧足联认可的教练。世
界第一的教练持证比例和全国统一标准、持之以恒
的青训培养体系，使得冰岛足球开始迅速崛起。

北欧区域大融合
瑞典网红居然力挺冰岛队

冰岛人的足球人才培养
并不局限于本国，英超就先后
有多位冰岛名宿效力过，德
国、瑞士、波兰、土耳其，甚至
中超石家庄永昌都留下了冰
岛球员的足迹。冰岛足球人才
的养成，和北欧足球圈的高度
整合也是分不开的。邻居挪威
的超级联赛霸主罗森博格成
为冰岛年轻球员最喜欢去的
青训俱乐部，其他斯堪的纳维
亚国家出产的优秀球员和精
英教练也为冰岛拿来所用。昨
日为冰岛取得历史性入球的
比亚尔纳松 11 岁时搬到挪
威，在维京人俱乐部接受足球
启蒙，日后前往比利时标准烈
日和瑞士巴塞尔，踢上了更高
水平的比赛，而球队双主教练
之一的拉格贝克则来自瑞典，
是他让球队成绩实现了腾飞。

这种区域融合不仅让冰
岛足球受益匪浅，更收到了一
些意外的效果。在北欧足球整
体低迷的前提下，很多斯堪的
纳维亚邻居也被这支积极向
上的冰岛队吸引，成为他们的
球迷，而冰岛国内对球队的支
持更不在话下。Youtube网站
的著名瑞典网红“The Gold
one”，在赛前录视频支持冰岛
队。冰岛国民自己对这支国家
队更是投射了深厚情感，这才
会有十分之一的国民随队出
征法兰西的新闻。这帮带着笑
容，享受足球但努力拼抢防守
的足球队小伙子，让整个国家
开始走出2008年金融泡沫破
裂造成的惨重心理阴影。

按英文常规翻译法，冰岛（Iceland）译
为“冰兰”更准确，欧陆上所有的“兰”就
好比中文的“州”，都是有人居住的土地
的意思。

可是“冰岛”恰恰是一个很妙的翻译。
这个国民人口约33万、国土面积约10万
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远离欧罗巴大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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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欧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并不
是不想发展壮大，可瘟疫、海盗、火山喷发
和严酷气候，让冰岛人口在 16 世纪以后
基本上固定在数万人的规模。即便是在全
世界的人口已经翻了几番，冰岛居民也还
不如成都锦江区的多。这个孤岛除了鱼和
电之外，几乎全部需要进口。

早前孤岛上的居民都是挪威亡命徒
和掳来的苏格兰性奴的后裔，这里早期是
一块没有法律也没有宗教的土地。冰岛人
相信精灵的存在，捕鱼则是他们维持生计
的全部。直到1940年，冰岛才因为来自美
国军事基地的资金让他们能够修筑铁路，
一跃从冰河世纪进入 20 世纪。冰岛瞬间
成了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国民福利和收
入比英国还高。过快地现代化也导致金融
泡沫无限滋生，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引
起的蝴蝶效应，让这个国家瞬间破产。每
个国民身上都有10万英镑（约合100万人
民币）的债务。

冰岛发现自己受到了全世界的惩
罚，口袋里的零花钱被全部没收。没有像
样的制造业，海里也没有足够的鱼来偿
还欠款。

这个孤岛上的居民开始了辛苦的还
债之路，几乎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前
首相经常被人称为诗人，外交部长则兼
任理疗医生。冰岛双主帅之一哈德格里
姆松，是他所居住的乡村两个牙医之
一；门将哈尔多松，是一个音乐家，也是
一个导演……

世界冠军德国队拥有一个90个工作
人员组成的庞大后勤团队，保障他们衣食
无忧、只管踢球，而冰岛队除了欧足联必
须注册的 23 人大名单外，教练组加上后
勤人员满打满算才只有20人。

星星是穷人的钻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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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之后，他们跃进了
接近 100 位，现在在国际足联全部 209 个
成员协会中排名第34位！他们的身后，有
瑞典（第35位）、日本（第53位）、澳大利亚
（第69位），还有中国（第81位）……

弹丸之国首次进军欧洲杯，引发了
全国的狂热。全世界媒体都在报道他们
有 3 万多人涌入法国，占了全国人口的
10%。冰岛著名青训教练拉夫恩松不愿意
强调这点，“这里似乎存在一种集体意
识。比如说贾斯丁·比伯今年夏天要在这
里的足球场内进行一场演出，也会有 1/
10 的冰岛人都会前往现场观看。你可以
说这是因为北欧人都挺喜欢比伯，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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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球星生产线也仍在成
批次地加工着自己的球星。

但他们真就能踢欧洲杯吗？更多人觉
得冰岛的这次晋级，主要还应该感谢欧洲
杯的扩军。2016 年的法兰西迎来了 24 支
参赛球队，比上届多了 8 队，其中就有如
同冰岛、阿尔巴尼亚、威尔士这样的“初
哥”。而四年后，欧洲杯将在 13 国上演群
戏，承办欧洲杯都已经不是超级大国的

“转转宴”。有人说这影响了欧洲杯的观赏
性。但是，从小国角度讲，门槛的降低让大
家都能入场狂欢。

对于30多万每年都在接近极昼和极
夜间交换的荒芜心田，欧洲杯，是他们的
生物钟最亢奋的那一点。

冰与火之歌
□胡敏娟 体育部评论员

本届欧洲杯开赛至今，成为一届“1比0
大赛”。1球小胜比比皆是，12场比赛无一场
逆转。意大利天空台、德国《图片报》、英国《泰
晤士报》和社交网站上大批专家的观点都是：
欧洲杯扩军之后，降低了赛事的精彩程度。

1.83球 场均进球率创新低

2004年欧洲杯，小组赛首轮8战有17个
进球，场均进球2.13个；2008年，小组赛首轮8
战有16个进球，场均进球2个；2012年，小组
赛首轮8战有20个进球，场均进球2.5个。而
本届欧洲杯，小组赛首轮12战22个进球，场
均进1.83个，创下四届以来的同期新低。

普遍的观点是，进球少，是因为欧洲杯
扩军，导致很多实力偏弱、大赛经验不足的
球队进入欧洲杯正赛，而这些球队普遍选
择了“大巴战术”，这让赛事的进球率有所
下滑。5支欧洲杯新军（阿尔巴尼亚、北爱尔
兰、冰岛、斯洛伐克、威尔士），2支欧洲杯准
新军（奥地利、乌克兰以东道主身份参加过
一次），这7支球队被认为是欧洲杯扩军的

“受益者”。但7队首战是1胜1平5负，那唯
一的一场胜利是威尔士击败另一支新军斯
洛伐克。7支新军，除去威尔士与斯洛伐克

“新军对掐”之外，其他5队首轮1平4负。
首轮小组赛里，获得球迷、各国媒体和

业内专家好评的，公认相对精彩、技术含量

较高的比赛，还是那些“欧洲杯老戏骨”所
打出的。比如意大利、德国、克罗地亚。这难
免让人去思考：扩军真的给欧洲杯带来了
新的亮点吗？其次，因为扩军导致这次比赛
小组赛成绩最好的 4 个小组第 3 名也能出
线，这样基本保证了传统强队不会在小组
赛中翻船，因此强队一般不会选择在小组
赛真刀真枪地拼，这也影响了观赏性。

21人领跑射手榜 球星集体哑火

欧洲杯首轮12战，没有球队能单场打入
3球，同样夸张的是也没有任何球员能打入2
球。上赛季五大联赛合计打入190球的7大
杀手，无1人破门，C罗、伊布、莱万等顶级巨
星均哑火。各大豪强的超级得分手们，首轮
都没找到射门靴。欧洲杯射手榜上，目前居
然有21人并列榜首（均打入1球，24队合计
22球中，另1球是克拉克的乌龙球），实属洲
际大赛史上所罕见。开赛迄今能单场1传1
射的球员，也只有法国边锋帕耶一人。

德乙纽伦堡的施蒂贝尔，英冠雷丁的
罗布森·卡努，即将降入英冠的诺维奇中场
胡拉汉，这些二级联赛或准二级联赛的球
员们，在领跑射手榜。而一流前锋中，只有
贝尔与吉鲁各入一球，但前者是定位球破
门，后者自己都承认进球时犯规在先。上赛
季联赛打入 38 球的伊布、35 球的 C 罗、30

球的莱万、25球的凯恩、22球的格列兹曼和
20球的穆勒、阿杜里斯，所有五大联赛赛季
产量达到 20 球以上、合计进球达到 190 球
的神射手们（另一个 20+射手瓦尔迪没出
场，本泽马和拉卡泽特则未入选），居然一
球未进。

不能说这些超级得分手们不努力，C罗
就很想要进球，首战90分钟内就射门约10
次，是1980年有详细数据统计以来，欧洲杯
单场射门次数排第 2 的纪录，可惜没能破
门。其他高手也状态平平，伊布、曼朱基奇、
莫拉塔都射门4次，凯恩、格列兹曼也各有3
脚射门，但效果均不理想，被佩莱、米利克
和绍洛伊这些五大联赛二三流前锋抢走了
风头。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首轮小组赛昨日结束

欧媒：欧洲杯，需要一包去污粉！
截至昨晨，欧洲杯首轮小组赛全部结

束，24强纷纷亮相。世人都在评估一个问题：
欧洲杯首次从16队参赛，扩军到24队参赛
后，究竟是变得更加精彩，还是更加乏味呢？

熊猫杯 首战国青逼平东欧劲旅
昨日，2016年“熊猫杯”在成都双流体育

中心揭开战幕，中国U19国青队首战0比0
逼平了东欧劲旅捷克U19队。国青主帅李明
虽然在本次集训没有召入大红大紫的张玉
宁和效力皇马B队的林良铭，但队中仍然有
多达11名留洋球员。全场比赛国青直到补时
阶段才在反击中创造了一次颇有威胁的射
门，可惜稍稍偏出。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冰岛球员战平强大的葡萄牙队后与随队球迷互动

狂热的冰岛小球迷

沉闷的比赛实在让人有些打不起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