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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一次惨痛的事
故，但当时，人们并没有把
它当一回事儿。第二天，
只有一家媒体在稿件中写
到：“昨日，在卢日尼基，球
赛的最后阶段，一件不幸
的事情发生了。事情是因
为观众引起的。”警方随后
将责任推给了足球流氓，
认为是一些足球流氓引发
了这起骚乱，最终导致了
60多人死亡，甚至还有人
说这些去世的球迷中，也
有足球流氓。

当然，在讨论事故责任
的时候，不能把球迷彻底撇
清。在球迷之中的确有一
些制造麻烦的人，他们带
了烈酒进球场，一边看球
一边喝酒，以抵御苦寒的
天气。其中少数人，甚至
在喝酒之后闲来无事，向
警察扔雪球、冰块、空酒瓶，
完全是以激怒警察为乐。

也有目击者表示，灾
难完全只是一场意外，起
因是一名女球迷的鞋子掉
了，她想要捡鞋子。当时
球场的门很窄，一些男球
迷想要帮她捡起来，结果
造成了踩踏事件。目击者
娃罗达·安德雷夫回忆说：

“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根
本没办法移动，当时人群
从前后两个方向一起推。
我看到一名警察跳入人群
想要阻止这一切，但是那
种情况之下，他能做点什

么？”
在灾难发几个月后才

被任命的卢日尼基球场新
总监阿廖欣，于2007年接
受了一次采访，他也赞成
警察当时是在维护秩序这
种说法，认为警察想在人
群中抓住那些惹祸精，因
此把球场的门稍稍关闭了
一点，以至于进出口的通
道非常狭窄。

但是，警察的责任显然
不应该就这么被撇开，为
什么在当时，很多球迷都
能够携带伏特加等烈酒进
入球场，美名其曰要用伏
特加御寒。另外，球场管
理者也应承担自己的责
任，为什么在一些球迷退场
之后，他们还能再次入场？

尽管针对这起惨剧后
来曾进行过一系列调查，
甚至还将相关责任人送上
了法庭，但却都只是走了
一个过场。从头到尾，只
有时任球场经理潘切金被
送去劳动改造了 18 个
月。其他人，比如说球场
总监科克利谢夫、副总监
列金，以及警察局局长科
里亚金虽然都上了法庭，
最终却均得到了豁免。潘
切金一直觉得自己是替罪
羊，他认为负责球场安保
的警方也负有责任，因为
他们的致命失误造成了球
迷的死亡，但却没有人因
此而受到责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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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我们遇见了一
群可爱的墨西哥球迷，他们对
我们镜头作出“六”的手势，疯
狂打call，表示友好。本届世
界杯，墨西哥同德国、瑞典、韩
国同分在F组，德国作为卫冕
冠军，实力强劲，而在伊布退出
国家队后，瑞典开始打团队足
球，整体进攻出色，韩国队也有
着英超双子星，除了德国队纸
面实力占优，其他两个对手实
力都不容小觑，我们也祝福墨
西哥能在本届世界杯上取得好
成绩。

近些年，“六”这个手势疯
狂流行起来，在中国，6表示吉
利的意思，六六大顺，而这个手
势的含义也很简单，就是疯狂
打call，以及你好的意思，很多
球员都用这个手势庆祝过进
球。

其实，在球场上我们经常
能看见进球后疯狂的庆祝表
演，有“指环王”之称的劳尔，每
次进球后都会做出亲吻戒指的
庆祝动作，以表达对妻子的爱
意。举起手臂，竖起双手食指
指向天空，则是巴西球员卡卡
进球后的标志性动作。同样是
这个动作，梅西、库蒂尼奥也经
常在进球后做，感谢耶稣的恩
赐。而意大利球星吉拉迪诺曾
经在与美国队的比赛中，做出
过“拉小提琴”的庆祝动作。此
外，德国球星世界杯进球纪录
保持者克洛泽的空翻庆祝、意
大利“忧郁王子”巴乔用侧耳倾
听尽情享受球迷的欢呼、亨利
诺坎普球场标志性的敬礼等，
都让我们印象深刻。

2018的俄罗斯世界杯，我
们也期待看到各个球星进球后
疯狂的庆祝动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特派记者 闫雯雯
莫斯科现场报道
实习生 杨梦祺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今晚在卢日尼基开启
开幕式球场的幕后故事——

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1982 年 10月 20日，在
当时的列宁中央体育场，也就
是本届2018俄罗斯世界杯揭
幕战的场馆——卢日尼基体
育场，曾经发生过一出惨烈的
事故，造成61人受伤，66人死
亡。为了悼念去世的球迷，在
卢日尼基体育场内，还建有一
座纪念碑，一年四季花环从不
间断。

据悉，此次俄罗斯世界杯
开幕式和决赛都选择在卢日
尼基球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想要悼念这些去世的
球迷。因为，在他们闭上眼睛
的前一刻，看到的仍旧是足球
……

尽管谢尔盖·谢维托夫的射门帮助莫斯
科斯巴达克战胜了对手，但这名射手的后半
生却一直处于悔恨之中。他多次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我真的希望自己从来没有进过
这个球。”

在事故中丧生的66人中，有38人是18
岁以下的青少年，其中不少人还是第一次来
球场看球。死者年纪最大的45岁，最小的
娃罗达娅·阿尼金才刚满14岁。更让人痛
心的是，有32位死者没能留下只字片语，甚
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他们就这样从这个
世界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死者的遗体被分别放置在莫斯科不同
的几个停尸房中，13天之后又被埋在了不
同的墓地之中，目的就是不想让外界了解更
多情况，也不愿为他们建起一座纪念碑。但
是，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每逢10月，卢
日尼基体育场就再也不举行球赛了，官方对
此的说法是因为进入深秋之后，草皮的状况
太差无法进行比赛。一直到1992年体育场
正式更名为卢日尼基并进行了改造之后，才
又在冬天恢复安排比赛。

球迷们因为观看斯巴达克的比赛而去
世，因此莫斯科斯巴达克认为自己有责任帮
助这些受害者的家属。俱乐部每年都会在
10月20日左右组织本队球迷的联赛来纪念
这些球迷，所得收入虽然不太多，但也会用
来帮助这些遇难者的家属。

与此同时，在1992年改造球场时，俱乐
部终于在卢日尼基体育场内为遇难者建立
了一座纪念碑。2007年，甚至还组织了斯
巴达克和哈勒姆队的退役球员进行比赛。
而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开幕式与闭幕式
都选择了卢日尼基，也是在提醒球迷，千万
不要忘记这66名球迷。

除了官方的行动之外，一些关注这一事
件的球迷也建立了网站，专门搜集关于卢日
尼基球场惨案的资料，并且成立了专项基
金。不过，当记者给该网站发送email，提
出想要帮助这些遇难者家属的想法，却从未
收到回信。而且，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
这个网站也停止了更新。

1982年，莫斯科的冬天并不
算太冷，在10月中旬才下了当年
的第一场雪，这样的天气并不多
见。10月20日早上，大雪之后
的莫斯科气温，约为零下10摄氏
度，不过还是有很多球迷冒着严
寒，趟着湿滑的地面来到了卢日
尼基。

当天晚上，有一场欧洲联盟
杯32进16的首回合比赛，莫斯
科斯巴达克队主场对阵荷兰哈
勒姆队。那场比赛可供出售的
球票数量为8.2万张，但由于下
雪导致的天气寒冷，球票销售状
况并不理想，一共仅卖出了1.6
万张门票，因此整座球场只开放
了一处看台。这处看台共有2个
出口可供球迷通过，不过大多数
人都选择了东看台距离地铁站
最近的那个入口，这样可以减少
在寒风中步行的时间。

那场比赛似乎也被寒冷的
天气冻僵了，场面略显沉闷，幸
好，斯巴达克队取得了1：0领先
的优势。当比赛进入补时阶段，
不少球迷为了避免随后的拥堵，
开始提前退场。然而，在比赛还
剩20秒就要结束时，出生于格鲁
吉亚的斯巴达克前锋谢尔盖·谢
维托夫将比分改写成了2：0，看
台上顿时沸腾起来，响起了山呼
海啸般的欢呼，一些已经走出了
通道的球迷听到了球场内的声
音，于是开始往回跑。由于雪后
的地面湿滑，几名球迷摔倒在了
地上，但是不管是想要退场的球
迷还是想要重新返回的球迷都
没注意到这一点……顿时，通道

处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件。
付出生命代价的只有斯巴

达克的球迷，远道而来的100多
名荷兰球迷是从另外一个通道
退场的，因此毫发无伤，而且他
们也并不知道在他们的对面到
底有多么恐怖的事情发生。

时任哈勒姆队主席的赫尔博
什在后来回忆时表示：“事发几天
之后我们听说在球场发生了一场
事故，一直到几个月之后我们才
慢慢了解当时死了人。”但他同时
也表示，关于这场事故的消息很
少，他一直不知道死伤人数的确
切数字。一直到多年以后，在俄
罗斯官方公布了死伤者数字之
后，这个秘密才最终被解开。

有 34 名遇难者
留下了遗照。

666手势全球通用。

66名球迷遇难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卢日尼基，体育场的名字还叫列宁中心体育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

案情扑朔迷离
追责 只有一人遭到处罚

起因 雪天导致踩踏惨剧

纪念还在继续
后续 友谊赛为家属筹款

卢日尼基静待2018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列宁的雕像依然矗立在体育场外的广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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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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