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世界杯还没有正式开
始，从成都到莫斯科的航班上，
大多还是以旅行团为主。大爷
大妈们相识在这次非同寻常的
旅程之中，回忆起过去的时光，
就差点没唱起《莫斯科郊外的
晚上》了。

莫斯科国际机场的确就是在
莫斯科郊外，是一座并不算太大
的机场。俄罗斯目前已经是中国
游客喜爱的热门旅行目的地，这
一点从机场的标识可以看出来。
机场的指示牌上有三种文字：以
西里尔文标写的俄语、英语和中
文，即便是不会俄语和英语的人
在机场都不会走失。

虽然机场很友好，但莫斯科
的天气可不这样。走出机场，寒
风呼呼的吹过，吹得耳根子发疼，
寒冷程度堪比成都3月初。如今

已经接近夏至，因此莫斯科每
天的天黑时间差不多只有4个
小时，而更北边的圣彼得堡只
有1-2小时，而到了6月21日夏
至日则会出现不会天黑的“白
夜”，圣彼得堡更是将组织盛
大的庆典活动，庆祝夏至节的
到来。

据悉，2017年的6月初，莫
斯科甚至还发生了降雪，即便
是今年的气温没有那么寒冷，
但路上本地人还是有穿着羽绒
服、冲锋衣的，商店里也仍旧挂
着羽绒服等进行售卖。不过，
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到了6月14
日世界杯开幕式的当天，莫斯
科的气温将会有一个极大的提
升，日间气温可以达到25摄氏
度左右。不过，在夜间可能仍
需要穿羽绒服。

虽然距离世界杯开幕已近
在咫尺，但莫斯科的世界杯氛围
却并不算特别浓厚，在机场B出
口处，几乎没有看到太多的关于
世界杯的广告、欢迎牌等等。不
过在A出口处设有一些国际足联
的简易工作站，可以预约领取球
票等。而在B出口处则只有一个
有国际足联LOGO的交通问讯
处，可以提供线路的咨询等等。

接待站的一名工作人员表
示：“从上周五开始，每天都会有
不少人来询问从机场到莫斯科市
区的交通问题，很多人还特别会
询问怎么去球场，如何领取球票
等等，一看就是为了来看球的。
不过总体的工作量不算太大，我
认为接下来的几天可能会有大批

的球迷陆续到来。”据悉，在机场
的快铁站，使用银联卡可以乘坐
快铁进莫斯科城，价格是1卢布，
约合人民币0.1元。

虽然世界杯的气氛还不算
浓厚，但与世界杯相关的经济已
经明显升温了。记者在商场里
看到，不少超市和体育用品专卖
店都已经开辟了专门的货架，售
卖世界杯官方产品，价格十分昂
贵。2010年南非世界杯和2014
年巴西世界杯时，一个吉祥物的
钥匙扣价格大约是在30-40元人
民币之间，而在俄罗斯这个价格
已经翻了一倍，一个钥匙扣价格
约为595卢布，换算成人民币超
过60元。

在世界杯前夕，俄罗斯发行

了一张小型的世界杯纪念币，面
值为100卢布，纪念币面市几天
之后，便已经被炒到了450-500
卢布。虽然一张身份证件只能
换取一张纪念币，但已经有人囤
积了5000张，就是为了趁着世界
杯发上一笔财。

由于俄罗斯人能够说英语
的很少，因此各国留学生也都开
始做起了世界杯的生意，特别是
成为中间商出租公寓。有来自
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从去
年开始便筹备世界杯的租屋生
意，专门成立了公司进行打理，
手上掌握了几十套公寓出租。
另外，他们还提供中国食品的订
餐服务，肉夹馍、拉面、羊肉泡馍
等等都能选订，价格大约是30元
人民币左右，比成都稍贵一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特派记者 闫雯雯

莫斯科现场摄影报道

为了方便球迷到俄罗斯观
赛，从2017年联合会杯开始，俄
罗斯便推行了免签制度，只要购
买了联合会杯和世界杯门票的
球迷，均可以通过球票上的验证
码进行注册，获取一张FAN ID
后无需签证直接进入俄罗斯。

Fan ID是本届世界杯特别
推出的一种身份证件，所有球迷
在观看比赛时必须携带FAN ID
和球票才能进入世界杯球场，这
也是一种防止黄牛炒票的方
式。但是由于很多FAN ID从俄
罗斯寄到球迷的所在国，需要35

天左右的期限，因此晚于4月20
日购买的球票和FAN ID就不会
通过邮寄的方式，而是需要到现
场领取。但是，为了节省球迷办
理签证的时间，当地组委会会发
放一张带有二维码的电子表格，
通过电子表格无需签证直接通
关，抵达俄罗斯之后再用电子表
格换取正式的FAN ID。

FAN ID免签入境和出境的
期限是世界杯开幕前十天到结
束后十天，由于刚刚才启用这个
系统，据当地媒体报道，在上周
一FAN ID政策实施当天，球迷

们使用FAN ID通关的时间大概
是在2-2.5小时。

记者此番也体验了一把使
用FAN ID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出境，以及在莫斯科国际机场入
境俄罗斯的全过程。当记者持
有电子版FAN ID从双流机场出
关时，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很可
能第一次见到这张证明，因此询
问得非常仔细，而且还经过了层
层请示，以及查找资料才最终放
行。而在抵达莫斯科国际机场
之后，俄罗斯边境安检人员训练
有素，拍照、查验、盖章，然后发
放了一张入境的小纸条后，笑着
说了一句“俄罗斯世界杯欢迎
您”，便开闸放行。记者看了一
眼时间，整个通关过程不超过1
分钟时间，效率极高。

机场标识有中文
气温有点低——开幕当天有望回暖

莫斯科机场出口处的世界杯
官方交通问讯处。

莫斯科红场附近的世界杯气
氛并不浓，本报特派记者好不容
易找到一点点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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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支队伍陆续赴约
没热身的伊朗队

来得最早
“埃及法老”萨拉赫出发了

北京时间6月14日晚23：00，俄罗斯和沙特将正
式打响2018年世界杯的揭幕战。截至北京时间10日
晚，32支参赛球队中，已经有少数球队按奈不住提前
亮相俄罗斯。北京时间6月6日凌晨，伊朗队率先抵达
莫斯科，成为除东道主外来到俄罗斯的第一支参赛球
队。随后，巴拿马、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沙特等队
相继抵达，埃及队在6月10日下午也已启程，受肩伤
困扰的埃及队超级球星萨拉赫随队出征。俄罗斯的
空气里，似乎已经开始酝酿着紧张的气氛，四年一次
的足球“狂欢”蓄势待发。

伊朗率先亮相“梅罗”狭路相逢
北京时间6月6日凌晨，伊朗国家队的飞机在莫斯

科缓缓落地，伊朗队成为第一支抵达世界杯赛场的球
队。按照惯例，在国际大赛开始前，各个球队会“以赛
代练”，寻找对手打几场热身。可说来有些“心酸”，由
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伊朗作为首支通过预选赛打入俄
罗斯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在世界杯开始前的日程表
却空得发闲，之前与希腊队的友谊赛也被迫取消，他
们不得不提前数日来到俄罗斯。

在欧洲赛场上你来我往、不分伯仲的梅西和C
罗，在今年的世界杯上，颇有一些英雄惺惺相惜的味
道，这有可能是两位巨星的最后一次世界杯。北京时
间6月9日晚，C罗的葡萄牙国家队顺利抵达俄罗斯，前
脚刚到，梅西的阿根廷国家队便也落地莫斯科。值得
一提的是，此前，潘帕斯雄鹰队内继门将罗梅罗后再次
遭受重创，中场大将兰奇尼因伤退出世界杯，这也为阿
根廷的俄罗斯之旅蒙上了一层阴影。球迷翘首以盼的

“梅罗大战”，最终鹿死谁手？无疑充满悬念。

德法忙“热身”萨拉赫随队启程
和伊朗等队早早抵达相比，其他一些队伍就显得

“淡定”多了。夺冠热门法国队和德国队都刚刚结束
热身赛。北京时间9日凌晨，“日耳曼”战车德国队主
场2：1战胜沙特阿拉伯队。

6月10日，法国队在“家门口”里昂1：1战平美国
队，结束了最后一场热身赛，他们将带着两胜一平的
热身成绩单奔赴俄罗斯；而“五星”巴西还将在10日晚
迎战奥地利。要想在莫斯科看到这些强队的身影，俄
罗斯的球迷恐怕还要等待一些时日。

在众多耀眼的参赛球星中，“法老”萨拉赫的伤情
一直备受关注，之前一度传出他无缘该届赛事的消
息。幸运的是，不出意外，球迷朋友将不会错过萨拉
赫的世界杯首秀。据悉，北京时间10日下午，埃及国
家队已经启程飞往俄罗斯，此前在欧冠决赛中肩膀脱
臼的萨拉赫随队前往。根据此前消息，萨拉赫的伤势
恢复得不错，在9日参加了合练，甚至有可能赶上小组
赛和乌拉圭的比赛。

很显然，随着世界杯的脚步一步步临近，其余各
国队员也将整装待发，共赴一场足球盛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钟雨恒

“美女抢镜”点击高
“新贵盘点”评论多

随着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特派记者闫雯雯抵达莫斯科，
第一手新鲜前方爆料《气氛不
热，气温骤降，俄罗斯世界杯遇
冷？》已上线封面新闻APP世界
杯专题，阅读量迅速攀升。

而在10日上线的其他原创
稿件中，《世界杯热身赛英格兰
完胜哥斯达黎加，场边金发女郎
抢镜爆红》获得最高阅读量。在
英格兰一场世界杯热身赛中，当
地电台一名女主持人频繁被摄
像师捕捉入镜，瞬间刷爆国外社
交网站，成为世界杯媒体明星。
每年世界杯上，摄像师与观众席
的互动总能收获意外和惊喜。

以盘点足球圈新贵的两篇
原创报道《世界杯要身价大涨的
球星，大秀场还是大卖场？》《这
些鲜肉球员有望在世界杯当“灰
姑娘》同时获得较高关注和评
论。两篇文章盘点了J罗、费基
尔、帕文、马丁斯、阿诺德等几位
优秀的年轻球员，球迷在评论区
展开议论并为自己支持的球员
站队。

世界杯期间，封面新闻特别
推出“世界杯‘封’一夏”主题活
动。以“移动化”与“智能化”为
特色，推出5大核心内容：“封”报
英雄——智能机器人写稿，比赛
结果播报不差分秒；“封”云变幻
——足球“十万个为什么”一键
知，小白秒变懂球帝；“AI”世界
杯——是兄弟就来玩游戏，海量
好礼拿不停；随“封”飞扬——全
新版本直播节目趣味上线，俄罗
斯美女陪你侃球；“封”神榜——
榜上看“金靴”，不能看球就来
听。

除了客户端线上互动外，在
西村请“惊叫唤”的李伯伯陪你
看球的线下互动活动，以及“全
家‘封’一夏”的亲子世界杯也将
陆续热闹登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陈甘露见习记者 徐语杨

距离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开幕越来越近，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来了！

经过8小时的飞行，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特派记者已于北
京时间6月10日凌晨1点（莫斯科时间9日晚上8点）抵达俄罗斯。
当飞机降落在莫斯科国际机场，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的第六次世界杯
报道之旅也就此展开。

莫斯科是2018年世界杯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所在地。虽然临近世界杯，但
是除了酒店价格急速升温之外，世界杯的氛围并不算浓烈，甚至连大幅的世界杯广
告都很少，只能偶尔见到几幅世界杯主赞助商的广告。

有趣的是，在众多代言球星中，竟然出现了并未到俄罗斯参赛的伊布的身影。

距俄罗斯世界杯

还有3天

我们的第6次
和你一起 ！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特派记者抵达莫斯科，开启俄罗斯世界杯报道之旅

萨拉赫参加
了埃及队出征前
的最后一次训练，
并向球迷致意。

新华社发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前，世界杯的宣传旗帜已经插起来。新华社发

借世界杯发点财
气氛还不够——各种相关生意升温

有球票就能免签
1分钟通关——FAN ID无障碍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