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世界盃舉辦之際，正值俄羅斯外
交陷入困境：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之後遭
美歐大舉制裁，被指干擾美國2016年總統
大選，支持歐洲民粹政黨崛起，並與前特
工斯克里帕爾在英國中毒一案相關。也因
為前特工中毒案，英國首相文翠珊早早宣
布，大不列顛的政客和王室成員都不會赴
俄觀賽，同時呼籲歐洲盟友一同杯葛。

歐洲抵制鏈崩潰
不過，隨着世界盃比賽漸入佳境，歐

洲這一脆弱的抵制鏈自然崩潰。7月15日莫
斯科盧日尼基球場舉行決賽時，法國總統
馬克龍、克羅地亞總統基塔羅維奇以及其
他12國領導人就和東道主普京一同出現在
看台上，相談甚歡。

事實上，隨着比賽的進行，留在賽場
上的隊伍越來越少，對俄羅斯的 「外交抵
制」也變得越來越脆弱。除了冰島 「履行
承諾」堅決抵制外，英國其他的 「歐洲小
夥伴」都反悔。馬克龍早在5月訪俄與普京
見面時就表示，若法國隊打進世界盃半決
賽，他就會赴俄觀賽。

除此之外，比利時國王菲利普帶着他
的兩個兒子觀看了比利時對陣突尼斯的小
組賽，西班牙國王菲利佩六世在現場觀看
了 「狂牛」慘遭東道主點球射殺的比賽。

而瑞典雖然賽前發布了抵制聲明，但在球
隊擊敗瑞士進入八強後，就取消了對俄羅
斯的外交抵制。瑞典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
表示： 「足球應該是使人團結的運動。英
國不會阻止我們去俄羅斯觀賽的。他們怎
麼做應該是基於賽場上球隊的表現的。」

對於歐洲這脆弱的抵制鏈崩潰，俄羅
斯完全不加掩飾他們的喜悅。正是世界盃
的成功舉辦，讓俄羅斯從西方制裁中鬆一
口氣，並撬開和重啟部分外交渠道。

史上最佳世界盃
在俄羅斯的國際聲譽遭到打擊的時候

，普京將世界盃看做修護它的機會。 「人
們來到俄羅斯的時候，就會知道她的真實
面貌。」他說， 「過去的很多刻板印象遺
留到如今。」

一個月前，各國準備前往俄羅斯觀賽
的球迷被警告，他們要為自己的安危負責
，俄羅斯被描繪稱一個世界舞台上的反派
。然而，這一個多月，俄羅斯安寧得令人
難以置信，普京甚至感謝俄羅斯球迷，因
為他們克制冷靜，沒有發生一次敵對
球迷之間的暴力衝突。人們此前
在擔心足球流氓，但俄羅斯
卻向他們展示了自己是好主
人。而到訪俄羅斯的各國足
球明星，評論員和民眾，

對東道主挑不出刺兒，都讚不絕口。
在決賽舉行之前，國際足聯（FIFA）

主席恩芬天奴13日就在莫斯科大讚，本屆
世界盃是有史以來的 「最佳」，這都應歸
功於比賽用球的品質優良以及籌辦工作的
用心。此前他在克里姆林宮會見普京就
表示，一個多月來，全世界 「都愛
上了俄羅斯」。造訪俄羅斯100多
萬名球迷的正面經驗，改變了
外界對俄國先入為主的看法
。他說： 「每個人都發現
了一個美麗的國家，一個
友好的國家，這裏的人
們熱衷向世人展示有
時可能遭人否

認的俄國真貌。」德國足球名宿馬圖斯也
說，本屆世界盃是 「近四十年來最好的一
屆，感謝你總統，感謝你俄羅斯。」

零售餐館豬籠入水
不管是場內場外， 「刻板印象

」在本屆世界盃都被打破。足球
場上的傳統強隊─巴西，德

國，西班牙和阿根廷─不
再是戰無不勝，反而早早

打 包 回 家 。 而 賽 前 在
FIFA排名僅70位的俄

羅斯，卻一路過關
斬將，殺到了16

強 ， 僅 在 8 強
賽上不敵克

羅地亞，光榮出局。
世界盃的狂歡氣氛，東道主的熱情好

客，也讓各國球迷捨得大掏腰包，進而讓
零售商，餐館和酒吧都 「豬籠入水」。由
於盃賽讓酒水，食物和電視機需求大漲，
連鎖超市，電器舖和小吃店也門庭若市，
銷售紅火。美國銀行集團報告指，11個舉
辦城市受益於國內外訪客大增，俄羅斯全
國的消費者開銷將獲得實質性的增長。

美國銀行經濟學者弗拉迪米爾．奧薩
科夫斯基說，在6月及7月期間，世界盃將
帶動將近50億美元的消費，在諸如 「零售
以及服務業，包括互聯網、手機上網以及
國內遊等方面。」不過，世盃帶來的經濟
刺激僅為短期，這可能對俄羅斯經濟的總
體影響不大。

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7月15日成功落幕，一個多月以來，各國球隊
在賽場上鬥智鬥勇，政要則在場外政治角力，綠茵場內外都有輸有贏。
而東道主俄羅斯無疑是最大的贏家，不僅粉碎脆弱的歐洲外交抵制，也
向世界展示了好客陽光的正面形象，打破過去的刻板印象；更因為盃賽
旺丁旺財，俄羅斯國內的零售業也豬籠入水。

世盃最大贏家 俄當仁不讓
粉碎歐洲外交抵制 打破傳統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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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成偶像 緩和法移民爭端 童年苦難 克球員球場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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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民眾對移民的態度
■2015年11月23日

•2015年11月巴黎
恐襲之後，千餘
位法國民眾在訪
問中表達對各類
移民的態度，支
持率較恐襲前降
低數個百分點。

深 度 報 道
大公報記者 張佳晴

【大公報訊】記者林森報道：克羅地
亞在本次世界盃中一路高歌猛進，表現非
凡。克美女總統基塔羅維奇身着克國格仔
波衫現身球場觀眾席，更令網民大讚其 「
親民」。這個獨立僅27年，人口4百餘萬
，面積不及廣東省三分一的中歐小國成功
引起了世界關注。

克羅地亞歷史性地挺進決賽翌日，克
國所有內閣成員在開會時均着波衫出現，
以示慶祝。克總理普連科維奇稱此次勝利
是對克國在全球最好的宣傳，這是一個四
百萬小國取得 「重大成功」。

本次立下汗馬功勞的數位球員有着苦
難的童年，曾淪為難民。克國原屬於前南
斯拉夫，1991年宣布獨立後爆發與南斯拉
夫（塞爾維亞）長達4年的戰爭，最後克
國取得勝利，獲得主權，但付出了血的代

價。戰爭中不少克人被迫離開家園，成為
難民，或在其他歐洲國家尋求避難。克國
隊隊長莫迪歷（Modric）的祖父被塞人殺
害，後舉家逃難到克國另一城市生活。拿
傑迪錫、文迪蘇傑及另幾名球員的家庭則
逃到了德國、瑞士等地。他們表示，戰爭
令他們強大，但永不想再背負其重擔。後
衛洛夫雲由於自身的難民經歷，呼籲為難
民提供更多機會。

然而，現實的克國對難民卻並非如此
溫情。近年來國內極右勢力崛起，政府卻
任其喧囂。克國經濟發展成績不俗，世界
銀行將其評為高收入國家，但政府在接待
移民問題上持消極態度。國際特赦組織發
表的一份報告指，克政府未能為難民提供
有效的避難申請程序，該組織還列出了一
些警察使用暴力的案例。

▶法國球員麥巴比（右
）與甘佩比在戰勝比利
時後慶祝 美聯社

◀15日，克
羅地亞球迷
在莫斯科集
會聲援本國
球隊

路透社

◀德國隊的
卻奧斯在27
日敗於韓國
後相當沮喪

法新社

◀克羅地亞
總統基塔羅
維奇身着克
國波衫現身
球場

法新社

▲（從左至右）法總統馬克龍、FIFA主席恩芬天奴、俄總統普京和克羅地亞總統基塔羅維奇15日在莫斯科觀看世盃決賽 美聯社

俄羅斯世界盃

◀法國球迷15日在莫斯科紅場舉
起國旗助威 法新社

【大公報訊】據《衛報》報道：本屆
世界盃法國隊新人輩出，年僅19歲的非洲
裔球員基利安麥巴比表現非凡，受到熱情
崇拜之餘，更被認為是能體現法國民族多
樣性的代表，亦能夠改變法國移民的形象
，緩和法國國內關於移民問題的爭端。

麥巴比在16強對阿根廷一役中，4分
鐘連進2球，打平巴西球王比利一人單場
進兩球的紀錄。麥巴比在巴黎郊區的邦迪
鎮出生長大，父親來自喀麥隆，是一名足
球球員，亦是邦迪備受尊敬的教練。母親
來自阿爾及利亞，是一名職業的手球手。
邦迪鎮有大約5萬人口，大多是移民。其
所屬的塞納─聖但尼省是法國最貧窮的地
區，一直備受污名化標籤的困擾。此區的
失業率和貧窮程度屬法國最高，許多移民
家庭的青年仍因為膚色等問題在工作上屢

屢碰壁。法國總統稱這種歧視是一種 「軟
禁」，讓青年無法出身社會。

世界盃期間，邦迪的民眾都因麥巴比
感到自豪。該區一名年輕的體育教練表示
，邦迪能以這樣的正面形象示人令他們很
高興。他還表示麥巴比雖然在電視上看起
來很嚴肅，但他其實是一個很風趣的人，
常引人發笑。另一名15歲的女球員表示，
世界盃給這裏帶來了積極的氛圍，大家一
起看球，都因世界盃團結了起來。

法國非裔移民在今次世界盃
上屢創佳績，更新移民形象，
其表現被形容為彌合法國社
會的膏藥。兩名社會學家稱
這是法國近年遭受多宗恐襲
後，整個社會得到治療的機
會。

美退核協議 伊球員無Nike着
【大公報訊】據《時代雜誌》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退出伊核協議的決定對伊
朗國家隊產生了影響：比賽開始一星期前
，伊朗就收到通知，由於美國的制裁，
Nike不會贊助伊朗球員，最後伊朗球員只
有穿Adidas球衣上陣。

特朗普的決定激怒了本來溫和的伊朗
總統魯哈尼，並讓伊朗的強硬派得勢。如
今制裁重新生效，已經開始衝擊伊朗的
經濟。在過去的12個月，伊朗貨幣兌美
元的匯率下跌了50%之多。全國多地爆發

了抗議。伊朗本可以在世界盃
上釋放一些積鬱，但卻錯失了
機會。

本次世界盃，伊朗首
次允許女性球迷出現在體育
場，觀看世界盃直播。但伊
朗卻依然被指責利用體育搞政
治，背離了體育精神。2004年的
雅典奧運會上，德黑蘭也曾展現出
孤立的態勢，當時伊朗選手阿拉什就
拒絕與以色列選手進行柔道比賽。

德輸球早回國 默克爾頭大
【大公報訊】據《時代雜誌》

報道：本次世界盃幾家歡喜幾家愁
。德國隊27日以0比2輸給韓國隊慘
遭淘汰，嚴重打擊全國士氣，德國
總理默克爾也公開表示傷心。

德國是本次世界盃呼聲最高的
衛冕冠軍，但卻爆出最大冷門，在
小組賽就已經出局。德國本次失利
被外媒大肆嘲諷。英國媒體《太陽
報 》 在 頭 版 大 大 寫 下 德 文 「
Schadenfreude」（幸災樂禍），襯底

配上德國隊球員失意的表情。霍士體育巴
西頻道也在Twitter上放上680個「HA」，極
盡所能地嘲諷德國。在為德國隊表現傷心
的同時，默克爾此前也面臨聯合政府垮台
的危機。與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CDU
）組成執政聯盟的姐妹黨派巴伐利亞基督
教社會聯盟（CSU）黨魁的澤霍費爾揚言要
對移民封鎖德國邊界，公然違抗默克爾，
也令德國在歐盟的領導地位受到質疑。本
次德國隊過早被淘汰，執政黨又出現政治
危機，不禁令人對德國的地位浮想聯翩。

資料來源：YouGovr

▼伊朗球員在6月20
日對葡萄牙時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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