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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彧

本片取材于传奇足球守门员
特劳特曼的真实经历。

伯特·特劳特曼是二战中被
英国作为战俘带回国的德国士
兵。 一位足球经理发现了他的天
赋并让他加入曼城球队。 这里的
人们对此提出抗议， 但特劳特曼
凭借自己的实力、 勇气和无私奉
献的精神， 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在特劳特曼的影响与体育精神的
感召下， 势如水火的英德两国人
民， 开始走出战争与仇恨， 为足
球而共同欢呼。

9月9日， 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 “2020世界剧院北京论坛” 通过视频会议形式举行。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
“疫情中的危机与机遇”， 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 近百家国际国内机构的代表齐聚 “云端”， 共同探讨当前
表演艺术机构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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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10个月， 国家队比赛日
又回来了。 这个国家队比赛日只
有一个内容———欧洲国家联赛。
欧洲诸强真刀真枪地干了一场，
而其他大洲的国家队还在等待疫
情缓解， 看看什么时候才能回到
足球场高唱国歌。

在9月初踢欧洲国家联赛 ，
遭到了很多媒体和球迷的质疑。
上赛季因为疫情的缘故结束较
晚， 欧洲五大联赛除了法甲， 都
选择在9月中下旬开始。 大部分
球员都处于假期到体能准备期这
个过渡阶段， 而一上来就踢强度
很大的欧洲国家联赛， 会让球员
吃不消并且增大了受伤的可能。
要知道这两轮比赛颇有几场 “欧
洲杯决赛级” 的对话， 比如德国
对西班牙、 荷兰对意大利等。 重
大伤病还是不幸到来， 意大利队
中场球星扎尼奥洛左膝十字韧带
撕裂， 将休养半年。 罗马体育报
就抨击欧足联不该明知球员可能
受伤 ， 还是驱赶着他们进行比
赛。 也有球队老板指出， 比赛规
模应该缩小， 在空场的情况下，
让球员们辛苦地在欧洲各地奔波
实在没必要， 不如举行个单循环
赛会制比赛。

疫情重创了欧国联的比赛 ，
法国球星姆巴佩在对瑞典队上演
了漂亮的零度角射门后次日， 就
被查出感染新冠病毒。 法国队在
巨大的心理压力下， 完成了同克
罗地亚队的世界杯决赛 “重演”。
欧足联对各队病毒检测的要求是
频次繁多的 ， 三天必须检测一
次。 意大利U21主教练尼科拉托
就说 ， “我们做核酸检测的次
数， 都要比训练的次数还多。 欧
洲很多国家疫情不乐观， 大量检
测的结果就是肯定会筛查出病
例。” 这个国际比赛日， 受到疫
情重创最为严重的无疑是捷克
队。 首轮欧国联捷克队力克斯洛
伐克队， 但这场比赛之后， 捷克
队内有2名工作人员被查出感染
新冠病毒 。 按照捷克的防疫规

定， 捷克队全队都成了密切接触
者， 需要进行隔离。 捷克队无法
参加对苏格兰队的比赛， 但欧足
联却要求比赛必须进行。 捷克足
协只能解散球队， 重新组建一支
国家队。 年轻教练霍尔洛贝克在
9月6日临危受命， 临时挑选捷克
国内联赛24名球员组建了临时国
家队。 这支捷克国家队只有36岁
的前德甲球员胡布尼克和30岁的
前锋特尔茨有过国家队经历。 捷
克临时国家队1∶2负于苏格兰队，
他们在场面上全面压制苏格兰
人， 虽然惜败， 但还是受到了欧
洲媒体的赞誉 。 捷克队的 “事
故 ”， 也可以 看 出 疫 情 时 代 下
的足球是多么悲壮。 欧国联这
轮结束后， 很多球员回到效力的
俱乐部依然需要隔离。 因为这些
球员是在疫情严重国家比赛的，
回到俱乐部所在国， 肯定不能马
上训练比赛， 这会影响到9月中
旬开始的各国联赛。

欧国联的比赛， 也可以看出
疫情时代下国家队比赛的一些规
律， 其中最大的一条规律就是主
场优势几乎丧失殆尽。 这对于强
队来说影响不大， 本身水平高，
有没有观众也不会 “缩水” 太厉
害。 真正受到冲击的是那些中游
球队， 以前他们可以凭借 “魔鬼
主场 ” 冲击强队 、 “欺凌 ” 弱

队， 但这种优势没了。 欧洲国家
彼此距离不远， 天时地利的优势
并不大， 更多的主场优势是 “人
和”。 没有了山呼海啸的呐喊声，
“魔鬼主场” 的 “魔鬼” 也就回
家休息了 。 比如土耳其0 ∶1输给
匈牙利这场， 土耳其的主场历来
让对手胆寒 ， 甚至有人称之为
“地狱主场”。 而匈牙利队近年来
则是欧洲著名的 “客场虫”， 甚
至会在客场被一些很弱的队 “绊
倒”。 可这次土耳其愣是在主场
输给了匈牙利， 这在以前是难以
想象的。

下个月将进入到世界杯预选
赛比赛季， 除了欧国联， 南美洲
和非洲球队按原计划都要打世预
赛。 这对全世界的足球来说都是
严峻考验， 像现在南美的疫情极
其严峻， 在各大洲的俱乐部里，
南美国脚又占据很大比重， 他们
来回往返这一趟， 肯定让很多人
为位置操心。 也许是意识到目前
的事态， 日本队最新一期国家队
23人， 很可能史无前例全部都是
旅欧国脚。 今年中国国家队已经
没有正式比赛可打了， 不过中国
足协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比如武磊的来来回回怎么办？ 再
比如球队如果到中立地或客场打
比赛， 整个流程该怎么处理？ 这
些都要提前做出预案。

疫情下的国家队比赛
□本报记者 段西元

云云端端切切磋磋

首艺联德国电影展映活动：

四部影片省察战争

九岁的安娜和家人居住在柏
林， 1933年到来， 一切都开始发
生了变化， 在她四周， 一个陌生
人的画像开始挂满大街小巷， 懵
懂的安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
久之后， 她和家人踏上了一场逃
亡之路， 安娜在旅途中充满了好
奇和困惑， 而她也无法忘记陪伴
自己童年的那只粉色玩具兔， 可
惜兔子早已被落在了柏林的家
中， 逐渐被黑暗所包围。

本 片 以 德 国 著 名 波 普 艺
术家格哈德·里希特的真实经历
为原型。

学习艺术的库尔特爱上了同
学艾莉， 而艾莉的爸爸西班德却
不喜欢他。 他们的命运被多年前
的一宗案件深深地影响着 。 一
切 的 缘 起 都 事 关 库尔特的 身
世： 他是从东德逃往西德， 童年
遭受纳粹迫害的幸存者之一……

本片曾获威尼斯金狮奖、 奥
斯卡最佳外语片、 金球奖最佳外
语片等奖项的提名。

二战前夕的奥地利， 乡村
少年弗兰泽遵从母亲的意愿，
前往维也纳谋生， 成为奥托先
生烟草铺的学徒。 在繁华的维
也纳， 弗兰泽结识了著名的心
理学家弗洛伊德。 这位懵懂少
年从弗洛伊德那里得到了诸多
心灵上的帮助。 不久弗兰泽爱
上了美丽的捷克女孩安涅兹
卡， 但他很快就尝到了爱情的
苦涩。 随着时局的动荡， 纳粹
德国迅速吞并了奥地利， 弗兰
泽、 弗洛伊德、 奥托、 安涅兹
卡等人都被卷入危难之中……

《元首偷走了粉兔子》

本周末起，“首艺联·国际视野———德国电影展
映”活动，将在首都电影院（西单店）、美嘉欢乐影城
（三里屯店）、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和新影联东申影
城等四家影院进行放映。《元首偷走了粉兔子》《无
主之作》《烟草商》《战火球星》等四部近两年内制作
出品的优秀德国影片，将通过讲述一场浩劫对于涉
身其中生命个体的生活与思想的改变，折射一个国
家对自身历史与战争的省察与思辨。

2《无主之作》

3《烟草商》

4《战火球星》

很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