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届世界杯
让俄罗斯“醉”了

笔者也曾多次前往球迷
广场（FAN FEST）观看比赛，
那里经常汇集着各国球迷。
但现场秩序井然， 并未发生
大规模的球迷滋事事件。

其实， 在本届世界杯开
赛前， 俄英 “足球流氓” 团
体曾在网上公开约战， 以了
结所谓的俄英球迷间的 “世
仇”， 这一度令外界对俄世
界杯期间可能发生的球迷冲
突充满担忧。 但除了零星球
迷喝酒滋事外， 赛前人们担

心的足球流氓闹事问题没有
出现。

究其原因， 与今年赛事
组委会推出的球迷身份证系
统 （FAN ID） 有直接关系。
过往在国际足联和各大足协
黑名单中的足球流氓根本没
有机会申请到球迷身份证，
也就无法来到俄罗斯观看世
界杯比赛。 这也使得很多比
赛结束后， 都成为比赛双方
球迷与世界各国球迷的集体
大合影、 大联欢时间。

此次俄罗斯能成功、 顺利
地举办世界杯， 其强大的安保
能力功不可没， 且得到了国际
社会的交口称赞。

俄罗斯一直以来处于恐袭
高发地， 世界杯前夕， 国际恐
怖组织不止一次扬言要对俄发
动恐怖袭击， 可以说世界杯安
保工作面临巨大考验， 而俄罗
斯世界杯的组织方经受住了这
次考验。

据笔者观察， 俄罗斯在本
届比赛的赛事安保方面工作卓
有成效， 并且显示出前社会主
义国家的丰富经验。 每场比赛
结束后， 七八万球迷的疏散撤

离按说应该是令人头疼的事情。
不过， 赛事组委会只派出了由
俄罗斯国民卫队和下属一支安
保公司的人力， 就把球迷们有
序安顿好了。 这些身着制服的
俄罗斯帅小伙， 散场后自动组
成一排疏散通道， 引导球迷从
他们 “夹道” 形成的路径中迅
速搭乘公交、 地铁等交通工具
撤离， 可谓高效又安全。

据俄世界杯组委会
主席索罗金表示 ， 俄罗
斯国民卫队及下属保
安公司共为本届世
界 杯 提 供 了 约
21500名安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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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看世界杯

再盛大的相遇， 都将一一离场， 鲜花与掌声， 从无到有， 也将从有到无。
2018年的这个夏天， 在俄罗斯11座城市的12座球场内， 全球32支顶尖球队为亿万球迷奉献了64场精彩比赛。
最终， 法国队如愿捧杯， 复制了20年前本土夺冠的辉煌， 而世界杯也就此完美谢幕。
笔者作为FIFA授权的注册记者， 有幸参与报道了本届世界杯， 并在莫斯科、 圣彼得堡、 喀山、 索契和下诺夫哥罗德5座比

赛城市留下足迹。 现场观看了15场比赛， 采访了20多支球队的球员、 教练， 并在近40天的时间里， 感受到了俄罗斯人民对于足
球的热爱， 以及赛事组委会为本次比赛顺利进行， 在赛场内外付出的努力与汗水。

俄罗斯应该是除2010年南
非世界杯东道主南非队外， 最
不被外界看好的一支东道主球
队。 不过， 本次世界杯， 笔者
亲历了俄罗斯队创造队史最佳
世界杯战绩的辉煌时刻。

那是当地时间7月1日晚 ，
俄罗斯队在1/8决赛中与实力明
显高于本队的 “斗牛士” 军团
西班牙相遇。 两队在常规时间
内战成平局， 加时赛也未能改
写比分， 双方不得已通过点球
大战决出胜负。

当门将阿金费耶夫扑出阿
斯帕斯的点球， 俄罗斯队48年
来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由卢
日尼基体育场为核心散发出的
欢乐冲击波裹挟着酒气， 肆无
忌惮地撞向莫斯科的各个角落。
这个周日的夜晚， “战斗民族”
找到了欢庆的理由。

每个走出球场的球迷， 以
及在球迷广场上看比赛的球迷，
几乎都是一水儿的 “标配” 模
样： 左手三色国旗， 右手一大
塑料杯啤酒， 边走边用俄罗斯
特有的3拍节奏高声喊： “Ru鄄
a-ssi-a （俄罗斯）!”

莫斯科是俄罗斯的首都 ，
也是俄罗斯的心脏。 18世纪末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卡拉姆津
曾写道： “见到莫斯科， 就见
到俄罗斯。” 可想而知， 当晚的
俄罗斯全境内， 有多少球迷大
口品着啤酒， 为主队史无前例
地打进八强欢呼雀跃着。

记得刚到俄罗斯的时候 ，
一直感觉这个国家的足球氛围
并不浓厚。 或许是对东道主的
实力表示担忧， 开赛前， 即便

是本国球迷也不看好球队能突
破B组强队葡萄牙和西班牙组成
的头道封锁线。 所以每场比赛
东道主球迷只是在赛前排队买
啤酒时展现出最具战斗力的热
情， 只要是球场内的啤酒销售
点， 永远能看到排起大长队购
买啤酒的俄罗斯球迷。 有趣的
是， 喝酒似乎更消耗俄罗斯球
迷的精力， 喝着喝着他们在观
看比赛过程中反而变身为文明
而规矩的书生模样， 不再躁动，
也听不到了狂吼。 好像比赛成
了啤酒的配角。

当然这场1/8决赛， 还是让
好酒的俄罗斯球迷疯狂了一把。
俄罗斯队在全场被动的情况下
顽强地将比赛拖入点球决胜 ，
并最终上演以弱胜强的好戏后，
“战斗民族” 血液中流淌的不畏
强敌的基因才被激发出来。 感
觉俄罗斯球迷其实看的不是
足球， 而是热闹。 比赛过程越
刺激， 他们看得越过瘾， 赛场
气氛越热闹， 啤酒的销量也就
更高。

赛前和笔者拼车从机场杀
奔球场的当地球迷埃文赛后发
来一条短信： “真的令人难以
置信， 俄罗斯队竟然能击败西
班牙！ 我想7成的俄罗斯球迷赛
前都不会想到这个结果的 ！ 来
吧， 今晚啤酒管够， 我给你地
址……”

想起几天前媒体曝出的 ，
俄罗斯当地啤酒销量已超往年
同期10%， 且多家啤酒供货商
出现断货的情况 。 不难判断 ，
当晚的俄罗斯， 必然因这场来
之不易的胜利， 醉了。

俄罗斯球迷更爱看热闹

世界杯安保工作井然有序

员， 另有10余家安保公司为
整个赛事选派了约1.7万名
监控及调度人员。

当然， 除安保人员外，
先进军事装备也为本届世
界杯保驾护航 。 根据俄媒
报道 ， 包括 S－300防空 系
统 、 “铠甲 ” 防空系统 、
山毛榉防空导弹系统、 米28
武装直升机、 苏27战斗机和

伊尔38反潜机， 甚至黑海舰
队的 “纳努契卡” 级大型导
弹艇等悉数登场。 此外， 针
对恐怖分子可能利用无人
机 发 动 袭击的问题 ， 俄在
11座比赛场地周边都部署了
先进的反无人机电子战系
统 。 不 过 ， 这些高科技和
高精尖的武器装备， 笔者未
能亲眼见到。

足球流氓未能滋事

球球迷迷在在俄俄罗罗斯斯街街头头把把酒酒言言欢欢

世世界界杯杯安安保保工工作作井井然然有有序序

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展展示示 ““FFAANN IID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