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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2年卡塔尔足球世界杯开赛啦，作为最后一届由32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全世界球迷的目光都聚焦在卡塔尔。世界各地的国家队汇聚于此，

争夺四年一届的大力神杯。

“海坛风”今日刊发全国各地作家笔下“那些年，我们追过的世界杯”的故事，在点滴文字中期待，今年大力神杯花落谁家。

用火的热情，点燃
青春放牧的笑容
用风的脚步，追逐
汗水浇灌的梦
请相信，绿茵场上碰撞的激情
是十一月最狂欢的盛宴

与时间赛跑。信念在
迈过腥风血雨的磨砺
就能拥抱未来
与心跳合拍。肩并肩
经过苦辣酸甜的洗礼
就能书写辉煌

别在意，不忘初心就好
出线和淘汰、成功与失败
有时候仅在一线之间
一场足尖上的游戏一场精彩的梦
秀出真我风采
你就是舞台上的主角

午夜里的相约
当足球的魅力遇上卡塔尔的风情
在午夜，与一场球赛相约
睡眠沦陷为眼睛里的光芒
捕获破网的球
妖锋破门。鱼跃冲顶。
有时候，奇迹的诞生
也是乱世出英雄之时

没有硝烟，没有刀光剑影
绿茵场上的杀伐之气
出自足尖上的舞蹈
在十一月，心跳
与卡塔尔的脉搏同步
吼声却在中国的夜空绽放
而开瓶的啤酒
只为澎湃的心情干杯

□汪 志

全世界足球爱好者共同瞩目，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2022世界
杯，眼下正在卡塔尔如火如荼地举
行。我作为一名足球迷，每逢世界
杯必看。

也许是由于儿时爱踢足球，在所
有竞技体育项目中，我最爱的就是足
球，在所有足球比赛项目中，最吸引
我眼球的就是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

我真正爱上世界杯是1986年
的墨西哥世界杯，那一年我刚参加
工作，单身楼娱乐室有一台电视
机，央视每天都要滚动播放好几场
世界杯比赛。我至今还清楚地记
得，1986年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
3:2战胜了前西德队，而那届世界
杯上最出风头的就是一代足球巨
匠——马拉多纳。

作为一名中国球迷，我最关注
的就是中国队能否打进世界杯，于
是，国足的每一场世界杯预选赛都

牵动着我的心。2002年韩日世界
杯，中国足球队在外教米卢的带领
下，历史性地闯进世界杯，那一刻，
整个中华大地沸腾了。虽然最后
三战皆负，一球未进，但是，毕竟进
了世界杯，圆了几代国人梦。

虽说世界杯足球赛好看，但大多
数比赛都在半夜或凌晨，时差让我们
中国球迷成为最辛苦的那一拨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1998年法国
世界杯，那一年我在藏区一家县办
企业当厂长，正值世界杯举办，那
天我要与副厂长去四川出差，本来
我们计划早上七点动身，但由于头
天晚上连着看了两场世界杯比赛，
以至于第二天早上起迟了，到了九
点多才动身。想不到，途中恰遇大
雨，车行到一山谷时，雨水将山头
一块大石头冲下来，不偏不离砸在
驾驶室车顶上，石头砸穿车顶后又
砸中我的腿部，我当即晕了过去，
住院了一个月，这届世界杯对我刻
骨铭心。

每一名足球迷，都有自己喜欢
的球队，球队胜负往往影响着自己
的情绪。2014年巴西世界杯，我
最喜欢的阿根廷队在决赛加时赛
中0:1输给德国队，以至于我的情
绪持续几天都很低落。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随着
意大利、荷兰、智利、美国等传统强
队在预选赛的淘汰出局，最终，众
星云集的法国队将防守反击发挥
得淋漓尽致，最终以4比2战胜了
克罗地亚，捧得大力神杯。

而本届世界杯，哪支球队将引
领世界足球的新格局？梅西、C
罗、莫德里奇等老将的“最后一舞”
将是怎样的画面？亚洲球队能否
创造奇迹……

其实，足球是圆的，输赢很正
常。作为球迷，一定要抱着一颗平常
心去观看世界杯，让足球带给我们轻
松和快乐。衷心期待中国足球队打
入下一届世界杯，更期待世界杯尽早
在咱中国举办，也当一回东道主。

□李 晓

人到中年，感觉有漫漫风雪落在
肩头。中年大叔，面容慈祥，心境苍凉。

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人热血沸腾，
让内心狂野？是环游世界，还是四海
搏浪，想想万里河山，沧海横流，腿脚
就有些乏力了，心律都快跟不上了。

哎，蠢蠢欲动的心，其实是等一
场赛事——足球世界杯。

在这个初冬里，风里传来一个中
年男人对我的殷殷呼唤，卡塔尔世界
杯来了，准备看球啊。这个早早邀约
我的男人，是陪我看球多年的鲁老
四，他在一条巷子里卖卤肉，已经同
老婆商量好了，世界杯期间的生意，
全部交给老婆打理，让他忘我地看上
一个月的足球赛事。我真想给老四
那平时有些强悍的老婆送上一面锦
旗，上书四个大字：贤妻良母！

世界杯开始了，平时恹恹欲睡的鲁
老四成了一只“战斗鸡”，他在发给我的
微信里安排了足球之夜的下酒菜：卤猪
头肉、猪肝儿、鸡菌子、卤鹅掌……鲁老
四，有你这样的男人做伴，我就尽量少靠
怀旧来喂养生活了，这不是还有足球么？

活着活着就老了，走着走着就散
了，说着说着天就黑下来了……这些庸
俗的句子，其实表达的是事实。比如还
有，你再不看足球，就真的老了。

我其实是一个伪球迷，当年那
些球迷为球狂时，我用迷茫的眼神
去追寻人生的意义。而今，那些球
迷大多没了兴趣再来看球，除了勉

强说得出当年几个叱咤风云的球
星，让他们再说出几个今天的球神，
都几乎哑了。很明显，他们是老了，
起码是在心态上先衰竭了。倒是我
这样的人，像是打了鸡血，摩拳擦掌
准备为足球疯上一个月。

再不为球疯，就老了。在这个时
代，还有什么，让你从深夜被窝里爬
起来，盯着电视，呼吸急促，血压上
升；还有什么，让你这样熬更守夜，呵
欠连天却不忍离去……足球啊，世界
通享的“兴奋剂”。

我也是1998年才开始看球的，那
年有世界杯，那年儿子嘴里还有奶汁
味，起初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但看
着看着就进了门道，联想起足球的旋
转与神秘命运的摆布。那年阿根廷队
本是最大热门，但东道主法国队横冲
出来夺冠，我忘不了阿根廷队“战神”
巴蒂那痛苦的诀别表情，我扑到电视
机前，就想拥抱一下亲爱的巴蒂。

而今我和一些人在斗室之内横
刀立马、呼朋引伴、大呼小叫，或是沉
默寡言泡一杯老荫茶，就着几只鸭脖
子、鸡翅膀、几瓶啤酒边啃边喝边看
球，其实是摆明一种态度，我们，是要
把平时生活中那些世故世俗唯利是
图、圆滑算计落井下石、表面热烈心如
死灰、患得患失郁郁寡欢、花花心肠爱
恨情仇、伤不起却爱死磕，一切盘根错
节的诸多衰老之态之相，让它们在这
个足球季里统统滚开，让从前那个披
肝沥胆的阳光男人，怀着一颗赤子之
心，在足球季里，魂兮归来。

□王玉初

足球世界杯的烽火在卡塔
尔再次燃起，我搜寻了比赛的
对阵表和开赛时间，还关注了
有关足球的各类消息。这次的
比赛安排，在时间上，好像把全
球的球迷都照顾到了。可我的
内心，较以往平静了许多，甚至
少了熬夜看球的冲动。这或许
是“中国该去的都去了卡塔尔，
唯独中国足球队没有去”的缘
故。

和许多人一样，我的足球世
界杯记忆，是满满的青春痕迹。
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法国世界
杯和2002年韩日世界杯。

高中时期，一切事情都让位
于高考，我只能把心中球迷的
念想搁置。去了大学，发现宿
舍里有一位铁杆球迷。他踢足
球，踢得不怎么好，却无比热
爱；他把喜爱的球星海报贴在
墙上，宿舍里还不时地飘散出
他的球鞋味道。在他的带动
下，《体坛周报》和《足球报》成

了我们宿舍最抢手的读物。熄
灯之后，聊完隔壁外语系的女
生之后，足球的话题总要聊很
久很久……

1998年，世界杯如期在法国
举办。一天，正巧有位舍友过生
日。我们整个宿舍全体总动员，
在学校旁边的三里街小饭店，点
了猪头肉、花生米和几个小菜，喝
完两箱啤酒，全体跑到一家录像
厅，参加足球狂欢夜。

录像厅在比赛开始前会播放
一些吸引人的录像，待到足球比
赛开始，有人离开，又有人进来。
进来的，都是我们这样的学生。
我们看的是一场意大利队的小组
赛。比赛过程并没有如我们期待
的那般“火星撞地球”，甚至有些
沉闷。在酒精的作用下，我有了
很沉的睡意，便在后排座位上打
起了呼噜。直到意大利进球了，
录像厅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把我
惊醒。然后，我认真地看完余下
的比赛。

比赛结束后，我们想翻越铁
门进学校，却被保安大叔逮了个

正着。知道我们是看球回来，他
严肃地说了句：“下不为例，否则
照章办事。”如果照章办事，我们
翻越带着尖刺的铁门，必定是要
受处分。保安大叔给我们打开了
大铁门中的小门，值班室里的电
视机仍在播放世界杯的内容。原
来，保安大叔也是个球迷。

1998年的世界杯，我追的星
不是意大利，而是有“外星人”称
号的罗纳尔多，那个跑起来像风
一样的男人。遗憾的是，罗纳尔
多带领的巴西队在决赛中被齐达
内带领的法国队击败，错失大力
神杯。

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我已
离开校园，但因为有中国队的参
加，我无比兴奋，也无比期待，期
待中国队能创造奇迹。

已经参加工作的我，在一间
闷热的会议室里，和十几个人挤
在一起看了中国队所有的比赛。
当时，桌子都被拍烂了，我的手也
拍肿了。最终，奇迹没有降临。
我们没有看到中国队赢一场球、
得一分或进一个球的画面。最好

的场景，不过是射门击中了巴西
队的球门。

中国足球队输了，我们只失
望了三分钟。因为我们的青春还
在，热血还在，甚至期望二十年
后，我们仍是一条好汉，相信中国
队终将制霸绿茵场。

2002年参加韩日世界杯的
那批球员，年龄上与我相仿，陆续
退役，有的做起了教练，有的销声
匿迹，甚至有人在“反黑”中落马，
让人唏嘘不已。如今，偶尔在自
媒体平台看到他们的身影，大多
数人已变成了大腹便便的中年大
叔。

二十年过去了，中国足球仍
没有太大的起色。2002年，依稀
是中国足球曾经最辉煌的岁月，
这不免令人遗憾。对于中国男
足，我们只能期待下一届世界杯，
下下一届世界杯，甚至下一个二
十年。

足球世界杯与我们的春春，
都带来过激情、喧闹和美好，也留
下过遗憾，或许它们本身就有着
相同的味道。

□梁 征

北京时间 11月 21日零时，
2022年世界杯在球迷的热切期
待中拉开大幕。从 20世纪 90年
代初就开始看球的我，这届除了
期待比赛的精彩外，我认为还有

“五看”。
一看地点。今年世界杯的

举办地是卡塔尔。除首届世界
杯外，此前历届世界杯的主办国
国家队都至少有一次世界杯参
赛经历。卡塔尔世界杯则是第
一次由国家队从未进过世界杯
的国家举办。卡塔尔时间与北
京时间有 5小时时差，本届世界
杯大量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
23：00、00：00和 03：00三个时间
段，少数比赛是在 18：00 进行
的。

二看天气。众所周知，从
1930年乌拉圭世界杯开始，每隔
四年举行一次，到2022年卡塔尔
世界杯是第 22 届世界杯足球
赛。可能很多球迷都认为世界
杯是夏季举办的，其实，这不是
世界杯第一次在冬季举办，却是
世界杯第一次在北半球的冬季
举办。卡塔尔属于热带沙漠气
候，夏季非常炎热，高温会达到
40度以上。而冬季 11月是卡塔
尔最舒适的时间段，因此，卡塔
尔世界杯成为第一届在北半球
冬季举行的世界杯。世界杯此
前共有六次在南半球的冬季举
行，不过由于纬度和气候各不相
同，每个主办国的“冬天”也大不
一样。

三看队伍人数和球星。为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带来的
不确定因素，国际足联将卡塔
尔世界杯各参赛队运动员人数
由 23 人增加至 26 人。而且 26
人都可以进入每场比赛的大名
单，主教练们将有更多选择
权。卡塔尔世界杯将在世界杯
历史上首次使用单场 5个换人
名额的新规则，从而取代人们
熟知的单场 3个换人名额的旧
规。梅西、C 罗、姆巴佩、内马
尔……世界杯之所以吸引眼
球，是因为这一每隔四年上演
的绿茵盛宴几乎集齐了所有的
足坛巨星，卡塔尔世界杯同样
不例外，除了哈兰德、萨拉赫等
个别“遗珠”外，其他球星均将
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并率领各
自的球队前行。除了看球星

外，世界杯历史上从未有过女
裁判执法的先例，卡塔尔世界
杯将打破这一历史，本届世界
杯 6名女裁判首次入选。看球
的时候，这些巾帼裁判必将成
为赛场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四看技术。卡塔尔世界杯
将首次使用半自动越位识别技
术。从2014年世界杯门线技术，
到2018年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
再到卡塔尔世界杯首次使用的
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世界杯的
执法科技程度越来越高，比赛更
公平。

五看谁最后捧杯。在历届
世界杯中，夺得冠军次数最多的
球队是巴西队，共有5次，其次为
德国队和意大利队，均为 4次。
这次世界杯谁会捧杯，也成了最
后的谜底。

□杜纪英

父亲是个狂热的球迷，自从世界
杯开幕以来，每场比赛从不落下。我
喜欢看世界杯，也是因为受到父亲的
影响，就连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以
前对足球“提不上劲”的母亲，都在父
亲的耳濡目染下，成了世界杯的“迷
恋者”。

在我上学时，每逢世界杯，父亲
总喜欢躲起来悄悄地打开电视机，关
注自己心爱的球队是怎样“过五关斩
六将”。趁着吃饭的间隙，父亲就会
在饭桌上给大家讲世界杯的战绩。
可是父亲跟我聊得很少，一开始我倒
无所谓，可看到父亲讲得眉飞色舞，
我心里也痒痒的，受好奇心的驱使，
我也想着偷看一下世界杯，他却严厉
拒绝我沉迷电视，我也只能束手无
策，毕竟我还得以学业为重。

上初中时，在学校的大礼堂里，
有一天下午突然摆了一台彩色电视
机，全校几百个学生以它为焦点，聚
精会神地观看着世界杯，通过这次活
动，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地方叫加
勒比海，知道了海边有个国家叫哥斯
达黎加。如今，那些看球的少年早已
成家立业，我们的孩子如今只需要一
部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观看世界杯，
想想真是比我们幸福很多，这也是得
益于祖国的繁荣昌盛。

当年，我们学校里有一支足球
队，曾经在全校掀起了一阵强烈的

“足球风”，同学们闲着没事的时候就
喜欢哼世界杯的主题曲。男生们在
球场打得热火朝天，老师们也在旁边
围观，女生们也组成了强大的啦啦队

阵容，好一派热闹的景象。在体育场
上，我也喜欢看那些男生踢足球，跟
大家一起欢呼、呐喊、加油。世界杯
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对于一个球员
来说，再强悍的对手也会有失误的时
候，作为一名球迷，更多的是关心和
爱护。通过观看世界杯，也让我们从
中体悟到他们顽强拼搏的精神，对于
学生时代的我们来说，这是一种鞭策
和激励。

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我看着
父亲渐渐苍老，看到自己的孩子慢
慢成长。四年一届，与足球有关的
话题如期而至，成为我们茶余饭后
的谈资。世界杯承载了太多的欢乐
和泪水，世界杯说到底就是一个杯，
每个人都喜欢往杯里注入属于自己
的东西。我们感受着时光荏苒，每
个球迷都在时光中感慨，深情地凝
望过去，让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在世
界杯的呐喊中得到滋养和润泽，迸
发出激情和力量。

世界杯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
信仰，每当我看到那片绿茵场时，心
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看到那
些运动员在球场上的飒爽英姿，一
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无数个家庭
的房间里，将屏幕音量调到最低，喝
着啤酒、啃着鸡腿，乐此不疲地看着
世界杯。我们每个人从这里出发，
深情遥望过往的光阴，那里写满了
时光留给我们的温暖和柔情。不同
的国度，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
无论你我来自哪里，世界杯总以一
种无以抗拒的魔力，把全世界的足
球健将聚集在一起，把全世界球迷
的心凝聚在一起。

卡塔尔世界杯之“五看”

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

归来吧归来吧，，足球季的赤子之心足球季的赤子之心

足球世界杯与青春“同味”

世界杯之：
绿茵逐梦

（外一首）

□胡巨勇

世界杯之恋世界杯之恋

我的世界杯记忆 赵曙合 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