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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金球奖”当地时间 2日晚
在法国首都巴黎揭晓，西甲豪门巴萨队长
梅西第6次夺得“金球奖”，成为历史上获
得该奖项最多的球星。梅西此前分别在
2009、2010、2011、2012 和 2015 年荣获

“金球奖”。
2018-2019赛季，梅西带领巴萨赢得了

西甲联赛冠军，还获得了欧洲金靴和欧冠最
佳射手两大奖项，其中欧洲金靴是第6次。
在9月国际足联颁奖典礼上，他创纪录地第
6次荣膺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先生”。如今第
6次收获“金球奖”，梅西真是名符其实的
666。

“我第一次获得‘金球奖’是在10年前，
我记得当时和我的兄弟们一起来领奖，那时
我22岁。现在，10年过去了，我第六次获得
了这个奖，这对我以及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
来说都意义非凡。”32岁的梅西在颁奖典礼
上说，“我知道年龄不饶人，但我希望在我职
业生涯剩下的几年里，我依然能享受足球带
来的快乐。”

值得一提的是，梅西十年前首获金球奖
时的巴萨队友，只剩皮克和布斯克茨还在与
他并肩作战，而如今的巴萨主力阵容中，当
年有些人还只是孩子，比如巴萨17岁新星
安苏曼·法蒂，有些则刚刚崭露头角，如格列
兹曼、罗贝托。

今年，梅西最有力的竞争者是荷兰球
星范迪克，他是英超豪门利物浦队的中后
卫，他在2018-2019赛季帮助利物浦队夺
得欧冠联赛冠军，并被欧足联评为最佳球
员。而获得五次“金球奖”的C罗在此次

“金球奖”评选中，仅位列第三，他缺席了此
次颁奖典礼。

此外，美国女足球星拉皮诺获得女足
“金球奖”，她带领美国女足夺得了2019女
足世界杯的冠军。今年20岁、效力于意甲
尤文图斯的荷兰球星马泰斯·德利赫特获得

“科帕奖”，即21岁以下最佳球员。2019年，
他帮助荷兰国家队夺得欧洲国家联赛亚军，
获 得 2018 年 欧 洲 金 童 奖 ，并 被 评 为
2018-2019赛季“荷兰足球先生”。

利物浦队门将阿利松·贝克尔则获得今
年新设立的“雅辛奖”。2019年，这位巴西人
帮助利物浦队赢得欧冠冠军、英超亚军，随
巴西国家队赢得美洲杯冠军，而且被评选为
英超、欧冠和美洲杯最佳门将。在今年的国
际足联颁奖典礼上，他赢得“最佳男足门将”
这一奖项。

“金球奖”由《法国足球》杂志于1956
年创立，结合球员一整年表现，由足球专业
记者投票选出。“金球奖”在2010年与国际
足联“世界足球先生”奖项合并为“国际
足联金球奖”，但两大奖项在 2016 年再
度分离。 据新华社

在2018年莫德里奇打破
梅西与C罗对金球奖长达10
年的垄断之后，2019年的金球
又回到了梅西手中。只是这
一次的金球奖，已谈不上“梅
罗”之争，因为C罗已经不是
对梅西威胁最大的球员。

2017年，C罗曾豪言自己
要拿下七座金球奖。可当他
在当年赢下个人第五座之后，
这两年却与之渐行渐远。去
年他输给了莫德里奇，这次又
退至第三。眼看着老对手梅
西在金球次数上再次超越自
己，C罗还有机会扳回来吗？

在 2012 年，梅西连续第
四次捧起金球奖，他与C罗的
金球数量比已经来到了4:1。
彼时，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相
信，C罗能在金球奖评选上与
梅西平起平坐。

然而，C罗从不服输。
在那之后，C罗硬是凭借

自己逆天进球数和各项沉甸
甸奖杯不断蚕食与梅西之间
差距。2013 年全年狂轰 69
球、2014年成为西甲、欧冠双
料最佳射手、2016年率领葡萄
牙赢得欧锦赛锦标、2017年帮
助皇马卫冕欧冠……在32岁
的时候，C罗已经在金球上与

梅西战成5:5。
但从2018年开始，C罗在

金球评选中遇到了转折点，他
连续两年在评选中受挫。除
了莫德里奇和梅西本身的出
色发挥之外，C罗的竞争力下
滑也是不争的事实。

2018年夏天，C罗离开效
力九年的皇马，加盟尤文图
斯，必须承认，外界对葡萄牙
人的关注度还是有所下降。
更重要的是，在竞技层面，他
不仅未能拿下意甲最佳射手，
连续六个赛季穿走欧冠金靴
的纪录也戛然而止。虽然尤
文图斯实现了意甲八连冠，但
在欧冠赛场，C罗没能帮助尤
文问鼎欧洲，尽管他包办了球
队在淘汰赛阶段的所有进球。

更为现实的是，C罗有点
老了。尽管这些年凭借高度
的自律、科学的训练和健康的
饮食C罗尽可能地延长了自
己的巅峰期，可不得不承认，
他的身体机能已经显现出肉
眼可见的下滑迹象。本赛季，
他连续被提前换下且轮休更
加频繁，这或多或少都能反映
C罗现在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不得不说，留给C罗的时
间不多了。 据新华社

金球奖之争，之前呼声极
高的范迪克还是功亏一篑，没
能如愿。

2019年，范迪克力助“红
军”利物浦登顶欧洲之巅，率
领“橙衣军团”荷兰实现复
兴。只是，范迪克能将对手一
次次的进攻化为无形，却没能
弥补后卫球员在这一个人奖
项评选中的天然劣势。金球
奖的闪耀之下，却是后卫们的
集体暗淡。

尽管金球奖将个人表现
和团队荣誉视为主要考量标
准，但重前锋、轻后卫也是不
成文的“潜规则”。翻看金球
奖超过60年的历史，赢得该
奖项的前锋恒河沙数，却仅有
贝肯鲍尔、萨默尔和卡纳瓦罗
三名后卫折桂。鉴于贝肯鲍
尔和萨默尔在球队进攻中的
作用，实际上真正靠防守起家
夺走金球奖的“纯后卫”只有
卡纳瓦罗一人，而且还是在他
与意大利队赢得世界杯的情
况下。历史上强如巴雷西、马
尔蒂尼也始终与金球无缘。

在这个没有大赛的足球
小年，范迪克以绝对核心身份
举起分量最重的欧冠奖杯，但
相比于梅西、萨拉赫动辄几十
粒的进球，范迪克的斩获却少

得可怜。
“一名前锋，十次机会把

握住了一次，可能就会成为英
雄。一名后卫，十次处理球失
误了一次，可能就会成为罪
人。”这句话或多或少体现出
了后卫们的无奈，前锋进球的
背后，往往留下了后卫落寞的
背影。比如本赛季的欧冠小
组赛，韩国前锋黄喜灿晃倒范
迪克后的破门就多次出现在
各档视频集锦中。此外，犯
规、红牌、乌龙……大多数又
与后卫挂钩，这些都势必会影
响评委们选票的走向。

在现代足球的战术体系
中，各支球队对于防守愈发重
视，但后卫们的表现往往又不
能用数据完全体现。人们只
能准确地说出梅西一年打入
了多少粒进球，可谁又能记得
范迪克全年有多少次抢断？
多少次拦截？多少次解围？
难道真的只有像卡纳瓦罗那
样在全世界瞩目的世界杯中
七战功成，后卫才有机会？

此前范迪克在接受采访
时曾说，金球奖评选，只有赢
家，没有输家。是的，虽然他
没有捧走金球奖，但他的
2019，仍闪烁着金色光芒。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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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六摘金球
梅西简直666

英国伦敦当地时间12月9日
晚，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四川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
办，四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的“万物有灵·四川之夜”将亮相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英文化、
文博、数字产业等相关领域代表
将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川英文化
交流盛事。这也是四川文化活动
首次登陆欧洲顶级博物馆。

这是四川文化活动首次走进
欧洲顶级博物馆，但并不是四川
与欧洲博物馆的首次合作。2018
年底，“天府文化·西欧行”四川代
表团访问英国、奥地利和荷兰，并
与当地文化机构达成了多项合作
意向。今年暑假，英国自然历史
博物馆“万物熙攘——第54届全
球野生动物摄影展”成功落地成
都博物馆，42天展期吸引逾47万
人次参观，“引爆”蓉城。此外，诸
多欧洲优秀文博展的引进工作还
在积极推进中。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是欧洲
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及世界著
名的生物学研究中心，已有250
多年历史，馆藏高达8000万件来
自世界各地的标本，保存着大量
早期的自然研究手稿和图画等珍
贵品。届时，主办方将在这个伦
敦重要文化地标发布系列四川文
化精品IP。目前，已有不少当地
博物馆负责人确定参加。可以
说，本次走进英国自然历史博物
馆举办文化活动，是四川文化走
出去、走进国际主流文化圈的重
要一步。

据了解，“万物有灵·四川之
夜”现场四川元素满满，熊猫图
片、数字古蜀、四川非遗、四川主
题文创等形式丰富，外籍嘉宾可
跨时空近距离感受四川文化精髓
所在，还可现场与熊猫人偶互动
拍照，领取活动纪念版大熊猫明
信片，更有神秘小礼物。

12月9日，伦敦，让我们遇见
大熊猫，看见古蜀文明，领略非遗
文化，感受四川的无限魅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德玉

留给C罗的时间不多了

金球奖让后卫走开？

梅西坐拥六座金球，成为历史上获得该奖项最多的球员。 新华社发

一带一路 非遗新生
四川非遗传承人将赴土耳其展绝技

90后，出生于竹编世家，对竹编
耳濡目染。大学毕业后，带着对竹
编事业的满腔热忱，为了给家乡特
色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道明竹
编注入一股新鲜血液，于2014年成
立了竹编专业合作社，成功留住竹
编艺人，努力将合作社发展成现代
创新型企业。2016年，依托平台结
识因竹而结缘的一群年轻人共同创
建“蜀缘竹艺”推广平台。

当伦敦遇见大熊猫
“万物有灵·四川之夜”
将登陆欧洲顶级博物馆

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成都漆器厂设计总监，2007
年成为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荷韵漆艺挂屏瓶》2012年四川省工艺美术精品
展金奖。

《鹤之舞漆艺母子瓶》2012年四川省工艺美术精
品展银奖。

《牡丹瑞叶鼓形胎花瓶》2012年四川省工艺美术
精品展铜奖。

《馨香漆艺系列》2013年中国漆器艺术精品展金
奖，2013年“文殊坊杯”非遗手工技艺精品邀请展金奖。

《旋转式荷花蜻蜓攒盒》1990年中国工艺美术百
花奖一等奖，作品收藏于中国工艺美术馆珍宝馆。

漆器非遗传承人

尹利萍 道明竹编非遗传承人

杨隆梅

用非遗“讲好中国故事”，
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获悉，12月 6日，由四川省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四
川文化传播公司承办，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伊斯坦布尔总
领事馆、伊斯坦布尔马勒泰佩
区政府特别支持的“中土非遗
文化交流会”将在土耳其伊
斯坦布尔举行，四川非遗传
承人将与土耳其非遗传承人
同台展演、竞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
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
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
化的表现形式。四川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大省，已有107名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省级
非遗传承人 764 人；

国家级非遗项目
139 个，省级非
遗 项 目 522
个。土耳其的
文化遗产也非
常丰富，在联
合国评定的非
遗中，有 16 项
都上了榜。此

次交流会旨在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传统文化的重
要讲话精神，以弘扬和传播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
全面展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成果，推动非物质文
化遗产更深入的融入人民，走
向世界进行传播。

“中土非遗文化交流会”
以文化交流会、非遗工艺和文
创品展示，以及互动体验活动
来呈现。从器物到技艺，从技
艺到传承，由传承到创新，再
以创新融入生活。届时，蜀绣
蜀锦、成都漆艺、瓷胎竹编、

四川剪纸、唐卡、南坪琵琶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将现场展
示。活动期间，将邀请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传
统文化。

此次同行的有两位非遗
传承人，既有“一辈子只做一
件事”的漆器非遗大师尹利
萍，也有 90后道明竹编非遗
传承人杨隆梅。尹利萍是四
川省工艺美术大师，成都漆器
厂设计总监 ，2007年成为中
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从事成都漆器四
十多年来，她创作了大量获奖
的漆器作品，作品先后被中国
工艺美术馆珍宝馆等收藏。
生于竹编世家的杨隆梅是
个90后，从小对竹编
耳濡目染，和竹编
事业建立了深厚
的情感，2011年
她放弃了民航
的工作毅然回
到家乡，做起
了竹编，并下
定决心要为家
乡的竹编产业
带来变革。

据悉，土耳其
非遗传承人也将同台
亮相，包括湿拓、剪纸、木
画、银丝编织、银钩工艺品等。
令人惊讶的是，土耳其湿拓非
遗传承人居然是来
自中国的华裔李昕
桐，这中间有着怎样
的有趣故事呢？中
国和土耳其的非遗
传承人将擦出什么
样的火花？12月 6
日，敬请期待。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

记者 吴德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