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课！

俄罗斯世界杯“放学”

桑保利等倒霉蛋被炒

下课！随着法国队升级成“两星”，俄罗斯世界杯敲响了“下课铃”。球迷意犹未尽之时，各

国执掌教鞭的主帅们有的收到了“续聘通知”，有的却只能黯然“回家”。带领球队夺冠的

德尚已经官宣自己不会像恩师雅凯一样“急流勇退”，将继续率领两星法国队征战，而拥

有梅西的阿根廷主帅桑保利，则在领到一笔不菲的违约金后，被阿根廷足协勒令“下课”。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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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愿赔付高额违约金
阿根廷足协赶走桑保利

世界杯带队跌跌撞撞进入16
强，然后，被法国队“胖揍”，阿根
廷队的俄罗斯之夏堪称梦魇。相
比四年前收获亚军的失落，四年
后的阿根廷已经沦落为笑话。说
起来，桑保利其实也很倒霉，阿根
廷输的两个对手，一个是最后的
亚军、一个是最后的冠军。当然，
被冰岛队逼平，尤其让阿根廷球
迷不能忍受。不敌克罗地亚后，
据说桑保利已失去了对球队的控
制，包括马拉多纳在内的阿根廷
圈内人都知道，这支队伍里的“大
哥”实际上是梅西，“桑保利就是
夜店的保安，真正的大哥是梅
西。”

而让阿根廷足协更无法忍受
的是，带队参加了15场比赛的桑
保利，竟排出了15套首发阵容，这
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套路，似乎证
实了桑保利技战术安排随意、毫
无逻辑。没有章法的执教风格，
加上糟糕的战绩、令人不满的口
碑，最终让阿根廷足协主席塔皮
亚忍无可忍，原本想16强结束后
就火速炒掉桑保利，后来，阿根廷
足协从中调停，给了桑保利一条
退路——同时接手阿根廷U20国

青队，但桑保利拒绝了这个方案，
双方谈判正式破裂。据悉，桑保
利和阿根廷足协的解约金是200
万美元，远远低于此前媒体报道
的2000万美元。

桑保利在2017年6月接手阿
根廷国家队，当时他与阿根廷足
协签下了一份为期5年的长约，他
将会带队征战2022年世界杯，据
说，当年为了能够执教阿根廷国
家队，桑保利还自掏腰包放弃了
俱乐部大合同，如今被迫下课，桑
保利能否有下家依然存疑。毕
竟，世界杯关于桑保利的记忆就
是他暴躁地在场边走来走去，以
及他的两条大花臂。

四主帅比桑保利倒霉
世界杯结束前就被炒掉

其实，在世界杯结束前，已经
有一波主教练没有保住饭碗。小
组赛结束后，就有四支球队宣布
了主帅下课，他们大多没有带领
球队晋级淘汰赛。虽然埃及主帅
库珀率领埃及队时隔28年重返世
界杯，但拥有萨拉赫的埃及队小
组赛三战皆负，让库珀也成为了
本届世界杯主帅下课的第一人。
澳大利亚队在小组赛中1平2负，
小组垫底出局，小组出局的第二

天，澳大利亚足协就宣布球队主
帅范马尔维克下课。世界排名第
8的波兰队，本届世界杯表现糟
糕，拥有神锋莱万多夫斯基的他
们前两轮输球后就早早出局，最
终波兰主帅纳瓦卡难逃下课命
运。

而淘汰赛阶段，日本队在领
先2球时被比利时逆转，虽然踢了
一场好球，但西野朗还是主动请
辞。世界杯期间，有媒体报道日
本足协决意聘请德国名帅克林斯
曼，但目前已遭到他本人否认，据
说，日本队还是会寻觅一位外教。

和这些被炒的主帅相比，小
组未出线的卫冕冠军德国主帅勒
夫却很好运，他成功保住了帅位，
据说是德国足协一致同意的结
果，“我们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就决
定要与他续约，我们相信在世界
杯开始后会有一段时间的过渡，
无论最终的成绩如何，都没有人
比勒夫更合适，没有人比他应对
事情的能力更强。”

他们都是“优秀教师”
德尚索斯盖特纷纷续约

法国队4：2击败克罗地亚，捧
起大力神杯。这场世界杯历史上
进球最多的决赛让德尚“封神”，

他也成为继扎加洛、贝肯鲍尔之
后，第三位在球员时代、教练时代
都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人。

这个冠军也肯定了德尚的足
球执教生涯，从2001年退役后直
接转型当教练，德尚有三次辉煌
的俱乐部执教经历，他将摩纳哥
带入了欧冠决赛、将因“电话门”
降级的尤文图斯提前三轮带回意
甲、带领马赛时隔18年拿到联赛
冠军。世界杯夺冠后，德尚再次
成为欧洲大陆最炙手可热的主
帅，赛后他第一时间表态，会继续
执教法国队。法国足协也对德尚
非常支持，法国足协主席勒格拉
埃已表态：“德尚是世界第一主
帅，他会至少执教到2020年。”

同样在本届“逆袭”的还有英
格兰队少帅索斯盖特，这位1996
年欧洲杯射丢点球的“罪人”因为
带领英格兰队时隔28年进入四
强，而翻身成为了“国家英雄”。
就在挺进四强时，英足总已经官
宣和索斯盖特的合约延续到
2020年欧洲杯。有消息传言，已
经和克罗地亚足协签约到2020
年欧洲杯的达利奇有望继续带领
球队，进入决赛后，足协已经邀请
达利奇执教下一届世界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在法国队捧起“大力神”奖杯之
前8个小时，12公里之外的克林姆林
宫，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卡塔尔移交了
下届世界杯的主办权。而随着法国
队最终捧起奖杯，世界杯正式进入了
卡塔尔时间。

为了宣传卡塔尔世界杯，2022
年世界杯组委会在俄罗斯红场旁最
高档的古姆商场内，设立了一个小型
展示区。此外，顺着卢日尼基体育场
外的莫斯科河一路向东走，在高尔基
公园内，卡塔尔遗产与交付最高委员
会，也在这里设置了卡塔尔世界杯体
验展区。这是一个充斥着阿拉伯风
情的展区，展示着包括4年后比赛球
场的模型等各类筹备介绍。卡塔尔
人向世界宣布，4年后的世界杯绝对
不容错过。

“新学期”开学啦！

世界杯开启卡塔尔时间

气温交通住宿球票
都将是一道道难题

对于卡塔尔世界杯，有一些
十分棘手的问题。首先就是气
温，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确认了卡塔尔世界杯将在2022
年11月21日到12月18日举办，这
是世界杯首次在冬天举行。因为
每年六七月份，卡塔尔的平均气
温超过40度，有时甚至飙升至50
度，即使推迟到了11月份，当地的
气温依然会接近30度。

如何降温，是卡塔尔的首要
任务，因此也催生了“球场冷却技
术”。“球场冷却技术从2006年开
始研究和试用，现在已经是我们的
第三代空调系统了，在制冷和调节
温度上更高效，而且耗能少，你会
看到它的成功。”这位负责人说。

其次是交通，在“富得流油”
的卡塔尔，人人都有私家车，公共
交通并不发达。“和俄罗斯一样，
届时我们也会向球迷提供球场之
间、城市之间的免费交通。”这位

负责人笑着说。“目前卡塔尔的地
铁正在修建之中，已经完工了大
概65%，届时会有三条地铁线路
同时运行。地铁也会在2020年
开始全面运行。”

再者就是接待。如此小的地
方怎样承载数以百万计的球迷？
据介绍，卡塔尔目前有1万间星级
酒店客房，他们仍在全力兴建酒
店，争取在2022年之前把客房数
增加到接近10万间，这将是一个
比球场建设更浩大的工程。

最难以解决的就是球票，卡
塔尔除了三座略大的球场外，其
他球场的设计容量都是4万人，可
以料想4年后球票有多难买。

明年将举办世锦赛
卡塔尔人到处取经

据介绍，除了作为国家体育场
的哈利法国际体育场已经完工建
成之外，卡塔尔打算在今年年底前
再完工两座球场，所有球场建设工
程预计将会在2020年完成。

“你发现了吗？我们展出的这
些体育场模型里少了一座，就是卢
塞尔的世界杯主体育场。它将承
办世界杯的揭幕战和决赛，容量达
到86000人。关于这个球场的一
切，我们将会在今年卡塔尔世界杯
倒计时四周年时向全世界隆重介
绍，所以现在我们先要保守这个秘
密。”他向记者狡黠地一笑。

负责人特意向记者介绍了
将会举行半决赛的阿尔科尔的
阿尔巴伊特球场。这座球场容量
略大，将可容纳60000人，“从外
形来看，它就像一顶传统的阿拉
伯帐篷，而且它将会是一个多功
能球场，可以举办田径、篮球等各
种赛事。我们希望来到卡塔尔的
各国球迷在欣赏精彩赛事的同
时，还能领略到卡塔尔特别的风
土人情。”

实际上，卡塔尔在2010年就
获得了世界杯主办权，此后他们
干了一件事，那就是举办各种比
赛，不遗余力的向全世界求才、取
经。2011年亚洲杯、每年年初的

网球多哈赛、2019年田径世锦赛
……所有比赛都是他们一次学习
的过程。

记者的朋友贾妮亚是一名约
旦人，在巴黎学习了新闻学，然后
到卡塔尔开始了她的工作，在过
去的几年时间里，她曾经服务亚
洲杯组委会、多哈赛马节组委会，
目前她服务于2019年田径世锦
赛的组委会，不过她表示等到世
锦赛一结束，几乎所有人马上就
会进入世界杯时间。现在的贾妮
亚，已经成了空中飞人，伦敦、巴
黎等地到处取经；另外她也表示，
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派出了很多
工作人员到巴西和俄罗斯学习，
争取把最良好的体验带给球迷
们。

无论中国队去不去
中国元素已经到了

一直以来，有关是否将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参赛队伍扩大
到48支的话题最近引起了广泛关
注，不过从卡塔尔的承受能力来
看，扩军的可能性很小。这意味着
中国队或许仍旧无缘世界杯，但这
并不妨碍中国元素的出现。

8座球场之一的拉斯阿布阿
布德体育场，将使用集装箱模块
化理念建设，是可拆卸、可移动、
可重复利用的“绿色球场”，它将
由一家中国的集装箱企业参与建
造，这座球场将会是世界杯历史
上首座赛后完全拆除的球场。“阿
布德球场的一切都将被重新利
用，而它所在的位置也将打造成
为市民的亲水平台。最小化的建
设投入，最大化的未来利用，这座
球场的创意，也是卡塔尔献给世
界的一份礼物。”这位负责人说。

即使中国队未能出现在俄罗
斯世界杯上，但中国球迷依然

“抢”走了大量的球票，卡塔尔对
此有充分的预期，去年已经对中
国游客实行了落地签政策，“4年
后的世界杯上我们还会对来自亚
洲的球迷给予政策倾斜，吸引更
多人尤其是中国球迷来看球。”

从俄罗斯到卡塔尔
面积差了1000多倍

“卡塔尔将成为有史以来举办世
界杯最小的国家，一切都会是不同
的，这是我们的优势之一。”一位负责
人说。卡塔尔世界杯球场从原计划
的12座球场缩减到8座球场，举办城
市也只有5个。除首都多哈之外，另
外四个举办城市将会是阿尔科尔、阿
尔瓦克拉、阿尔拉扬以及见在沙漠中
诞生的“未来之城”卢塞尔。仅仅在
首都多哈，球场就有会4座。这样的
安排也大大减少了球迷们看球的不
便利。

在广袤的俄罗斯，11个比赛城市
横跨三个时区，平均距离为600公里，
而从东边的叶卡捷琳堡到西边加里
宁格勒，距离达3000公里。如果乘坐
球迷专列从叶卡捷琳堡到莫斯科，需
要花费27个小时的时间；而卡塔尔
呢？国土面积只有俄罗斯的1478分
之一，从最远的一个球场阿尔巴亚特
到阿尔瓦克拉之间的距离也就不到
150公里，车程在两个小时之内；而最
近的两座球场是阿尔图玛玛球场和
拉斯阿布阿布德球场，步行甚至只需
要10分钟的时间。

在俄罗斯，记者认识了来自中国
的球迷吴鹏利，他一共观看了19场比
赛；因为本届比赛一共有25个比赛
日，理论上来说可以看到25场比赛，
但是由于交通的限制他只看了19场：

“要是到了卡塔尔，这些都不是问题，
一天看2场甚至是3场都有可能，对于
一心只想看球的球迷来说，的确是一
个很大的便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莫斯科现场摄影报道

2022年世界杯组委会在莫斯科展开宣传攻势。

桑保利着急上火也没能让阿根
廷队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