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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1 月 20 日，2022 卡塔尔世界杯的大幕拉
开。卡塔尔的这个冬天，将宛如盛夏。

看点一：久等的东道主
这是阿拉伯地区的首届世界杯，作为东道主的卡塔

尔队开启他们的首次世界杯之旅。从 1977 年首次参加
世预赛，到最终站上正赛舞台，卡塔尔人已经等待了 45
年。乘着筹办世界杯的东风，卡塔尔国家队取得了长足
进步，成为亚洲足坛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身为 2019
亚洲杯冠军的卡塔尔，将与日本、韩国、伊朗、沙特阿拉
伯和澳大利亚队一起，在世界杯赛场扛起亚洲足球的旗
帜。

对于东道主而言，场上的表现并非全部，其办赛能
力同样值得关注。先进的空调球场、富有特色的城市建
筑群，通过世界杯，卡塔尔可以让世人更加确信，在这片
土地上，不是只有石油和沙漠。

看点二：“梅罗”的最后一舞？
又一届世界杯，梅西和 C 罗没有辜负球迷的期待，

他们如约而至。
俄罗斯世界杯后，梅西与 C 罗的职业生涯都发生了

不少变化，前者离开巴塞罗那，后者辗转回到曼联。不
可否认，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的状态都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下滑。但在卡塔尔的草皮，他们依然是最受关注的
球星。两人功勋卓著，世界杯是他们荣誉簿上的最后拼
图。梅西已经明确表态这是他最后一次世界杯了，考虑
到 C 罗的年龄，他的世界杯经历也很有可能在卡塔尔画
下句号，这一次，他们能圆梦吗？

梅西与 C 罗孰强孰弱的话题被球迷讨论了十几年
仍无定论，如果他们其中一人能在 12 月 18 日的卢塞尔
球场站上世界之巅，“绝代双骄”这个名词就将成为历
史。

看点三：众神的黄昏
世界杯当然不会只属于梅西与 C 罗，一众足坛巨星

都将会聚在舞台中央，他们的星光，将照亮卡塔尔的夜
空。只是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字，都将完成世界杯的谢幕
演出。

他们当中会有莫德里奇，这支在上届世界杯连拼三
场加时赛仍奋力奔跑的“魔笛”，将在多哈演奏克罗地亚
狂想曲的终章；会有苏亚雷斯，这位常有惊人之举的乌
拉圭神锋，会与老搭档卡瓦尼一起，把握最后的机会；甚
至可能会有“90 后”内马尔，一度被认为是“梅罗”之外
世界第三人的“马儿”，声称不确定会不会有下一次……

这些老将用勤勉的职业态度延长着运动生命，但是
在残酷的世界杯上，总会有人要先离开球场。

看点四：“00后”们的初体验
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年轻。老将的隐退

是足球的自然规律，但这同时意味着新生代球员走向前
台。

2018 年世界杯，并未涌现一位 2000 年后出生的球
员。四年过去，大批的“00 后”开始崭露头角甚至挑起
球队大梁。尽管当今最强“00 后”哈兰德遗憾错过，但
他的队友、同样是生于 2000 年的福登已经凭借强势表
现入选英格兰队大名单，即将完成世界杯初体验。

在西班牙队主教练恩里克的麾下，带有“00 后”标
签的球员多达 8 人。像 2004 年出生的加维，在巴塞罗那

这样的豪门俱乐部已经不可或缺，他在今年赢得了《法
国足球》科帕奖与《都灵体育报》金童奖。德国队的穆科
科，将在开幕式当天度过 18 岁生日，世界杯，是他最好
的成人礼。

这些“00 后”中有不少还不被人所熟知，可无数小
将正是通过世界杯完成了从丑小鸭到天鹅的蜕变。经
过了在卡塔尔的淬炼，有谁会捧得通往豪门的敲门砖，
又有谁会拿到职业生涯的攀云梯？

看点五：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
世界杯记录着年轻人的成长，也见证着赛场科技的

革新。巴西世界杯引进门线技术，俄罗斯世界杯采用视
频助理裁判（VAR），而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SAOT）也
将首次在世界杯上亮相。

虽然 VAR 也可以辅助裁判进行越位识别，但有时
碍于镜头角度以及划线位置，在一些体毛级越位的判定
上，VAR 仍有其局限性。

SAOT 可以理解为 VAR 的延伸，每座球场顶部将
设置 12 台特制摄像机，对场上的足球和球员进行追踪，
以每秒 50 次的频率发送数据，能够精准确定每名球员
的位置。特制摄像机和球内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信息将
由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分析，只需几秒钟就能对越位情况
做出判断。主裁判判罚完成后，SAOT 会生成 3D 动画
图像，在场内大屏幕以及电视上播放，以更直观地展示
球员越位的具体位置。

此前，SAOT 已经在 2021 阿拉伯杯、本赛季的欧冠
等赛事中应用。当然，这项科技仍只是辅助，对最终判
罚负责的仍是场上的裁判。

看点六：来自中国的“黑衣
法官”

虽然中国队未能进入世界杯，但绿茵场上并不缺少
中国元素。今年 5 月，国际足联公布了卡塔尔世界杯裁
判员名单，马宁作为主裁判，施翔、曹奕作为助理裁判入
选。据了解，三名中国裁判员有望组成裁判组吹罚本届
世界杯比赛，这将是在男足世界杯中首次出现来自中国
的裁判组。

目前，马宁等三人已经抵达多哈。据介绍，所有世
界杯裁判员会接受国际足联统一安排的体能测试，进行
体能和技术训练，同时也会执法一些模拟比赛，为世界
杯做准备。

中国元素并不止于场上，在场下，蒙牛、海信等多个
中国企业将再次集体现身世界杯，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承建的决赛场地卢塞尔球场将见证王者的诞生。

看点七：“卫冕冠军魔咒”
还会灵验吗？

“卫冕冠军魔咒”的威力似乎持续不断。21 世纪已
举办的五届世界杯里，有四支卫冕冠军小组出局。最近
连续三届，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队全部在三场小组赛
后打道回府。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法国队。

要知道，姆巴佩的前辈们就曾经犯过错。2002 年
世界杯，卫冕冠军法国队坐拥当时的“足坛第一人”齐达
内和三位来自意甲、英超、法甲的当季最佳射手，被视为
夺冠大热。然而，法国队揭幕战不敌新军塞内加尔，爆
出世界杯史上最大冷门之一，并最终以一平两负、一球
未进的成绩尴尬收场。

最近，法国队状况频出，不仅状态一般，两员中场大
将坎特和博格巴皆因伤无缘世界杯，此前又因为肖像权
的问题再次出现场外事件，这不得不让人为他们捏把
汗：“高卢雄鸡”会不会重蹈覆辙？

看点八：球星们将呈现何
种状态？

球员因伤错过世界杯并不是新鲜事，但卡塔尔世界
杯开幕前，伤病潮便大规模来袭实属罕见。从德国队的
维尔纳到法国队的博格巴，从英格兰队的詹姆斯到荷兰
队的维纳尔杜姆，几乎每支强队都有重要球员与世界杯
提前说再见。

由于本次世界杯恰逢北半球冬季，为了给世界杯让
路，众多主流联赛开赛更早，多线作战的球员赛程更为
密集。比如往年到 12 月才结束的欧冠小组赛提前一个
多月收官，高强度的比赛意味着更高的受伤风险。像卢
卡库、迈尼昂等球员更是遭遇反复的伤病，使得不少球
员在俱乐部小心翼翼，就是为了将更好的状态保留至世
界杯。可像阿劳霍、弗拉霍维奇虽然入选了各自球队大
名单，但由于伤后始终未参加俱乐部比赛，届时能否及
时调整到最佳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比以往多出 3 人的 26 人大名单，单场比赛 5
个换人名额，或多或少给了各支球队一定的喘息空间。

看点九：别了，最后的世界
杯 32强

从 2026 年起，世界杯将扩军至 48 支球队。尽管此
前有关于将扩军时间点提前的讨论，但最终 32 强的赛
制还是在卡塔尔世界杯上得以保留。

1998 年 ，世 界 杯 参 赛 球 队 正 式 由 24 支 增 加 至 32
支。此次扩军，不仅扩大了参与度，也从竞技层面保证
了其精英赛事的水准。

1998 到 2018，从英格兰与阿根廷的恩怨情仇，到荷
兰与葡萄牙疯狂的“4 红 16 黄”，8 个小组，64 场比赛，多
少经典，长存于球迷的记忆里。从克洛泽的“克氏空
翻”，到范佩西的鱼跃冲顶，32 路豪强，700 多位球员，多
少魅影，铭刻在球迷的心中。

在最后一届由 32 支球队参赛的卡塔尔世界杯上，
又会有多少名场面写进世界杯的集锦？

看点十：问鼎金杯
从揭幕战到决赛日，从海湾球场的“帐篷”，到卢塞

尔球场的“灯笼”，哪支球队可以七战功成捧起大力神
杯？是传统豪门问鼎？抑或一匹“黑马”突出重围？

与过往的数届世界杯相比，卡塔尔世界杯并没有一
支领跑大热门，被看好的球队都有明显的问题。比如德
国队缺少一名强力正印中锋、西班牙队没有绝对领袖、
比利时队阵容老化……不少人看好的巴西队，中后卫席
尔瓦年龄偏大，两个边后卫桑德罗、达尼洛能力稍逊，在
巴西队赢得世界杯的年份，往往都是有阿尔贝托、尤尔
金霍、卡洛斯这样的超强边后卫压阵。

在欧洲与南美球队的交锋中，世界杯冠军已经连续
四届落入欧洲球队之手，上一次捧得世界杯桂冠的南美
球队还是 2002 年的巴西队，那一次正好是在亚洲举行。

关于世界杯的终极谜底，将在 12 月 18 日揭晓。那
一天的卢塞尔球场，静候着。

（据新华社）

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前，旅居多哈的大熊猫“四海”和“京京”引
发了不少人关注。

熊猫馆建在沙漠腹地，今年 10 月 19 日，两只熊猫乘专机抵达
多哈，由专车送入熊猫馆。之后，它们进行了隔离，直到 11 月 17
日，才正式亮相。

远观熊猫馆，其外形像个卧在沙漠中的牛角包，总面积约两
个足球场大小，设计理念是模仿熊猫栖息地的山脉形状。

10 点开馆前，已有不少卡塔尔民众携一家老小在门口等待，
孩子们眼中满是好奇。

在干燥高温的沙漠地区生活，是熊猫面临的最大挑战，卡塔
尔也尽全力为熊猫提供最好条件。熊猫“四海”和“京京”各有专
属生活区，每个区域都配有草地、树枝、木桥、水池，以满足它们攀
爬、喝水、玩耍的需求。

卡塔尔不适宜竹子生长，因此鲜竹每周会从国内空运，此外，
为保证营养均衡，熊猫的辅食还包括苹果、香蕉、胡萝卜、窝头等。

为让熊猫晒“日光浴”，场馆采用了环绕式透光设计。通过精
准控制温度、湿度，四川栖息地的四季也被营造了出来……

中国驻卡塔尔大使周剑说，两只大熊猫入住后，受到了卡方
精心、周到的照顾，已适应了当地生活，但它们只听得懂四川话，
所以饲养员正努力学川音，以便更好地与熊猫交流。

“熊猫的亮相，不仅承载着中国人民对卡塔尔世界杯的美好
祝福，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卡塔尔举办世界杯的强有力支持”，周
剑表示。 （据新华社）

决赛场，中国造
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前，不少在多哈的中国记者都会去看一眼

卢塞尔体育场，不只因为它是决赛地，更因它是“中国造”。
驱车前往，有专门的车道画出了“卢塞尔”的字母标识，不用

导航，沿着彩标就能到达。
远观卢塞尔体育场，它的整体外形呈马鞍状，波浪形膜结构，

外幕墙是铜色圆形玻璃，配上内部灯光，使得它在夜间格外璀璨，
像极了沙漠中一只“大金碗”。

这座体育场可容纳 92000 名观众，由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承
建，中方参建人员超千人。

中方总工程师李白表示：“卢塞尔体育场是中国企业第一次
以设计施工总承包的身份，参与建设国际足联最高标准的专业足
球场；也是中国企业首次执行世界杯主体育场设计建造任务；更
是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建造的规模最大、容纳人数最多的专业场
馆。”

无论是施工设备，还是制造技术；无论是中国设计单位，还是
专业施工企业，卢塞尔体育场的每个细节都在彰显中国智慧。

为实现屋面膜钻石型外观效果，团队设计了复杂的索膜结
构——屋顶索跨度 278 米，使用 2000 多根索，加上外幕墙 4000 多
个单元式镂空铝板，3.3 万吨的总用钢量……团队不仅要克服张
拉、找形、安装的难题，还需在 50 米以上的高空作业。

设计上的创新更不胜枚举：赛时使用、赛后改建被同步考虑；
在不影响外观和功能的前提下，整个幕墙外壳缩小了一圈，但内
部的房间大小不变；笔直的立柱被设计成香蕉形，避免了立柱与
房间的碰撞；中下层看台的每个座椅下，都有独立空调通风口，球
迷的观赛体验会很舒适……这些优化设计，大大降低了成本。

（据新华社）

↑11 月 17 日，大熊猫“京京”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豪尔熊猫馆内。当日，来自中国的两只大熊猫
“京京”和“四海”在卡塔尔豪尔熊猫馆正式与公众见面。随着世界杯的临近，更多球迷有望目睹中国
大熊猫。 新华社 发

冬天里的一把火
——2022 卡塔尔世界杯十大看点

11月 18日，中国裁判马宁在训练中。
当日，入选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裁判员名单的中国裁判马

宁、曹奕与施翔在卡塔尔体育俱乐部球场进行训练。
新华社 发

熊猫使者

11 月 19 日，人们在国际足联
球迷广场游览。

当日，卡塔尔世界杯国际足
联球迷广场启动仪式在多哈贝达
公园举行。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