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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182018年世界杯年世界杯，，让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俄罗斯让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俄罗斯，，在这片被足在这片被足

球点燃的国度球点燃的国度，，有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有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用自己的方式引起了全用自己的方式引起了全
世界足球迷的关注世界足球迷的关注。。她就是被誉为俄罗斯最美足球裁判的叶卡捷她就是被誉为俄罗斯最美足球裁判的叶卡捷
琳娜琳娜··卡斯秋妮娜卡斯秋妮娜。。

来自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来自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就读于克拉斯诺雅斯就读于克拉斯诺雅斯
克师范大学克师范大学，，叶卡捷琳娜同时还是俄罗斯一级女子足球锦标赛和叶卡捷琳娜同时还是俄罗斯一级女子足球锦标赛和
三级男子联赛的裁判三级男子联赛的裁判。。

““有一天有一天，，很多朋友都跑来告诉我很多朋友都跑来告诉我，，你的照片在网上火了你的照片在网上火了！！然后然后
我才发现我的照片在网上传开了我才发现我的照片在网上传开了，，还有不同国家媒体关于我的报还有不同国家媒体关于我的报
道道。。有很多人开始关注我的社交媒体账号有很多人开始关注我的社交媒体账号，，我还仔细数了下我还仔细数了下，，竟然竟然
有有6363个不同国家的人个不同国家的人。。我记得我记得，，应该有连续应该有连续33天的时间天的时间，，我的电话我的电话
一直响个不停一直响个不停，，除了媒体和朋友的电话除了媒体和朋友的电话，，竟然还有模特经纪公司打竟然还有模特经纪公司打
来来。。但我给回绝了但我给回绝了，，毕竟我只当一名足球裁判毕竟我只当一名足球裁判。”。”近日近日，，成都商报对成都商报对
这位网红美女裁判进行了专访这位网红美女裁判进行了专访，，请她讲述自己与足球的故事请她讲述自己与足球的故事。。

成都商报专访
俄罗斯最美裁判叶卡捷琳娜

巴西“金杯爷爷”去世后，其子带着金杯现身俄罗斯
成都商报独家专访“金杯爷爷”的小儿子古斯塔沃

一球员抡拳冲向观众
我毫不犹豫掏出红牌

还记得四年前的巴西世界杯
上，东道主巴西队在半决赛被德国
7比1“屠杀”后，一位留着灰胡子的
巴西老爷爷，紧紧抱着一尊大力神
金杯模型，眼含热泪、悲伤欲绝的画
面吗？

在那之后，“金杯爷爷”费尔南
德斯迅速走红，被称为“世界上最伤
心的球迷”。其实，费尔南德斯在此
之前几乎是巴西无人不知的超级球
迷了，被称为是“巴西队第十二人”。
“金杯爷爷”于2015年9月因癌症
在巴西逝世，这位曾跟随巴西队拜
访了66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深球迷，
再也不能出现在巴西队的赛场上、
抱着他那著名的金杯模型为桑巴战
车呐喊助威了。

不过世界杯期间，“金杯爷爷”
的两个儿子，带着父亲留下的金杯
现身俄罗斯。虽然因为德国队意外
被淘汰，他们无法代表父亲目睹巴
西队复仇的一幕，但在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独家专访时，“金杯爷爷”的
小儿子古斯塔沃表示他们期待将父
亲的帽子和金杯带在身边，见证六
星巴西的诞生。古斯塔沃还为我们
讲述关于父亲、金杯的一切，这是一
个关于传承的故事，这尊金杯就是
父辈留下的旗帜，它再次来到世界
杯的现场，因父之名。

全世界尊敬“金杯爷爷”的球
迷，都希望他能出现在俄罗斯世
界杯的现场，但老爷子于2015年
9月因癌症逝世，享年60岁。古斯
塔沃透露，父亲在2014年巴西世
界杯时就已经被癌症困扰了 9
年，但他从来不会向别人抱怨自
己的病情，“1比7惨败那天，他之
所以如此悲伤，是因为他知道以
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可能再看到
巴西队捧起大力神杯了。他真的
非常爱巴西足球，我们也知道他
不会再出现在俄罗斯世界杯现
场，所以当时摄影记者拍下的那
张爸爸怀抱金杯，悲伤欲绝的照
片，对我们家人来说意义重大。”

那么“金杯爷爷”去世前，留
下过哪些遗言，有关于足球的吗？
古斯塔沃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是

的，他去世前对我们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就是，‘没有梦想什么也做
不了’。而这句话现在也成为了我
们的座右铭。”

有消息称，费尔南德斯去世
前，曾希望自己的骨灰能撒在巴西
队的比赛场地上，他想用这种方式
来永远追随自己挚爱的巴西队。对
此，古斯塔沃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其实传言和事实有些出入，“其实
他的心愿是把骨灰撒在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圣卡塔琳娜州的玫瑰海
滩——他最喜欢的地方；第二个是
阿雷格里港——他出生和离开我
们的地方；第三个就是里约的马拉
卡纳球场。但最后一个心愿我们还
没有为他实现，因为我们还没能去
那里看巴西队的比赛。”

现在，弗兰克和古斯塔沃第

一次经历没有父亲的世界杯，这
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古斯塔沃说：

“俄罗斯是个神奇和美丽的国家，
我们在这里传承爸爸的精神，也
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的祝
福，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动力。但我
们现在还没有下一场比赛的门
票，正在寻求一些帮助以便能去
看巴西的下一场比赛。”古斯塔沃
说，他们兄弟俩在俄罗斯的目标
是打算看满 7 场巴西队的比赛，

“希望巴西队能参加决赛，将来我
们也会去每一届世界杯，带着父
亲金杯！”

将父亲的帽子和金杯带在身边，
弗兰克和古斯塔沃这对兄弟，将因父
之名，期待见证巴西的“第六星”。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实习生
肖思佩 图据澎湃新闻 网易体育

“金杯爷爷”出现在媒体面
前，身份都是一个狂热的球迷。但
鲜为人知的是，费尔南德斯同时
也是一个成功的巴西商人。出生
于1954年10月4日的他，在成为
一个职业球迷之前，是一家比萨
餐厅的老板。不忙的时候，他会带
着两个儿子弗兰克和古斯塔沃一
起观看比赛。后来，出于对足球事
业的热爱，他卖掉了餐厅，对巴西
队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在
1990年的世界杯上，费尔南德斯
就因为帽子上特别的装饰、服装
和靴子而闻名，他还成立了一个

名为“高乔杯”的足球小组，这个
小组的任务就是陪伴费尔南德斯
观看各种足球比赛，如世界杯、美
洲杯和奥运会。

在国际足联为费尔南德斯送
上“世界上最好的球迷”称号后，他
成为了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为了
他能出席在每一场巴西队的比赛，
其家乡南里奥格兰德州政府甚至
会资助他每一次的旅费。因为足球
而放弃自己的事业，“金杯爷爷”的
家人会反对和劝阻他吗？对此，古
斯塔沃说：“他的确追随巴西队去
了这么多场比赛，我们并没有阻止

过他，我们一直都非常支持他。因
为这是我爸爸的梦想，我们是一个
十分团结的家庭，就像现在一样，
我和哥哥正在俄罗斯为巴西队助
威，就像过去爸爸做的那样。”

古斯塔沃说，非但家人对费尔
南德斯追随巴西队给予了极大支
持，“金杯爷爷”还要求家庭的新成
员也必须做到这一点。古斯塔沃的
哥哥弗兰克结婚那天，“金杯爷爷”
就告诉自己的儿媳妇：“我要当着
全世界的面告诉你一件事，你必须
做到，就是当弗兰克想去世界杯现
场时，你永远都不要阻止他。”

“带着它去决赛吧，我很难
过，但这是你们应得的，祝贺你
们。”在巴西世界杯半决赛东道主
1 比 7 惨败给德国队的看台上，

“金杯爷爷”费尔南德斯在伤心、
哭泣后，将他如影随形的大力神
金杯模型递给身边一位德国女球
迷，并萧索地离去。不过德国女球
迷在懵圈之后，追了上去，把金杯
还给了费尔南德斯。

很多中国球迷在四年前通过
这一幕认识了费尔南德斯，其实
这位巴西超级球迷自 1990 年以

来，每次世界杯都会以观众身份
出现在比赛转播的屏幕上。费尔
南德斯一共去过七届世界杯的现
场，此外还在现场见证过六届美
洲杯、四届联合会杯和一届奥运
会，一共去过66个国家和地区，总
共在现场观看了巴西队150场比
赛！甚至国际足联都因此采访过
他，他在专访时表示：“我就是那
个负责欢呼着大喊大叫的家伙。”

“金杯爷爷”这个称号是四年
前中国球迷给他起的，他的小儿子
古斯塔沃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我

爸爸知道中国球迷给他起了这个
称号，当时他非常开心。我们也听
说许多中国球迷在关注他，作为他
的家人，我们也感到十分高兴。”

古斯塔沃还给成都商报记者
讲起了这尊著名的金杯模型的来
历，“我爸爸有个朋友，1994年获
得了所在公司‘最佳经理’的称
号，当时的奖品就是这个金杯模
型。而我爸爸作为超级球迷渐渐
被人熟知后，他的朋友决定把金
杯模型送给他。后来每次去看世
界杯，我爸爸都会带着它。”

12岁成为利物浦球迷

叶卡捷琳娜出生在克拉斯
诺亚尔斯克地区的一个普通家
庭，虽然父母并不是体育界人
士，但却不断培养小叶卡捷琳
娜，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现代舞
和民间舞，游泳，艺术体操……

突然有一天，足球进入了
小叶卡捷琳娜的生活。“我 12
岁那年，突然对足球兴趣，开始
放学后和男生一起踢球。然后
开始看冠军联赛、英超联赛，我
房间的墙上贴着杰拉德和托雷
斯的海报，我可是利物浦粉
丝，”叶卡捷琳娜说，从那时起，
她被足球深深吸引住了，放学
后第一时间就出现在球场，直
到父母打电话找人才回家。“即
便没人跟我踢球，我一个人也
能踢很久。”

一个月后，叶卡捷琳娜回
家告诉父母自己想踢足球。“足
球？好吧，去踢吧！”开明的父
母，欣然接受了她的决定，并没
有对女孩踢足球提出异议。但
周围人对此却不理解地说：“你
要干吗？你会变得很可怕！像男
孩一样！”叶卡捷琳娜却对此很
不屑，她说：“我当时心想着，我
就要踢，然后我们走着瞧，到底
谁会更像男的。”

别人在叛逆她在练球

13岁的年纪，当一些同龄
人开始尝试抽烟、喝酒的叛逆
时期，叶卡捷琳娜却在球场上
摸索着。“我那时下了很大的工
夫，每晚都会打开电脑，在网上
搜索假动作等各种足球技巧的
教程，然后开始看罗纳尔多、梅
西、罗纳尔迪尼奥、托雷斯的比
赛。我会跟着托雷斯的视频，重

复练习假动作。很快，也学会了
花式技巧。那个时候，我的时间
就是这么度过的。”她回忆道。

被球砸脸、被人撞到流鼻
血，受伤是在所难免的，但叶卡
捷琳娜并不会因为自己是个女
孩，就开始哭泣。“我听说有职
业女子足球的培训，就果断报
名参加了。那个时候，克拉斯诺
亚尔斯克的女子足球开始逐冲
向职业领域，创造了叶尼塞队。
我很幸运，赶上了这个时候，成
为了叶尼塞队的一员，成为了
边后卫，开始了职业足球生
涯。”

用专业水平征服性别质疑

直到某一天，有人邀请叶
卡捷琳娜去当一场业余女子比
赛的裁判。“当我以裁判身份站
在足球场的那一刻，我感觉很
好，并且找到了自信，我瞬间知
道，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说实
话，我并不是很有足球天赋，这
也是为什么我没有继续踢球的
原因，”叶卡捷琳娜说，“然后我
的裁判生涯就这么开始了，评
判比赛、学习标准、参加测试，
一切都很顺利，我很快就成为
了俄罗斯业余男子足球联赛的
裁判。”

对于自己出示的第一张红
牌，叶卡捷琳娜至今记忆犹新：

“有观众在场边叫嚷了一声，然
后一名男球员立刻抡起拳头冲
了过去，我毫不犹豫地掏出红
牌。”

作为男子足球赛场上的女
性裁判，难免会遭到质疑。“我
尽量不去在意这些言语，随着
时间的推移，用自己的专业水
平征服这场游戏。”她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叶卡捷琳娜说，虽然
自己遇到的大部分人都很友
好，但在某些场合下，女性的身
份依然会给她带来困扰。首先，
赛场没有女性更衣室，她不得
不和其他人轮流使用。另外，球
迷在感到不满时，就会质疑她，
甚至是辱骂。“总会有人不满，
也总会有人评判你，当裁判就
得做好心理准备，学会屏蔽这
一切。”

梦想成为FIFA裁判

当然，美女也总会有特别
的待遇。叶卡捷琳娜说，一些球
员总会在赛后来找自己搭讪，
要联系方式。有一次，一名球员
甚至赛后直接等在出口，送了
一束花给自己。对于那些说足
球会让女生变得像汉子的人，
叶卡捷琳娜表示，自己之所以
拥有现在的身材，正是因为踢
足球。

现在，叶卡捷琳娜即将以
全优的成绩，从克拉斯诺雅斯
克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毕业。谈
到未来的打算，叶卡捷琳娜说：

“我必须更加努力，毕业
后，我准备去莫斯科读研。我很
清楚，我还需要不停学习，才能
在足球领域走得更远。”

她的下一个目标是成为俄
罗斯超级联赛的裁判，并在未
来努力获得国际足联的认证。
叶卡捷琳娜相信，总有一天，自
己会成为一名国际级裁判，在
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欧洲赛
场等国际舞台工作。

成都商报特派记者 徐缓
欧鹏 发自圣彼得堡

“金杯爷爷”的金杯是朋友的职场奖品

“金杯爷爷”追随巴西队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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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

他告诉儿媳妇：别阻止我儿子去看世界杯

因父之名，期待见证巴西“第六星”

追随父亲的脚步，“金杯爷爷”的两个儿
子奔赴俄罗斯为巴西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