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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世界杯明天开踢
来了
世界杯明天开踢!!
他们分别是加里宁格勒的加里宁格勒体
育场、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和莫斯科斯巴
达克体育场、圣彼得堡的圣彼得堡体育场、喀
山的喀山竞技场、下诺夫哥罗德的下诺夫哥罗
德体育场、萨马拉的萨马拉竞技场、伏尔加格
勒的伏尔加格勒竞技场、萨兰斯克的莫尔多瓦
竞技场、罗斯托夫的顿河畔罗斯托夫体育场、
索契的菲什特奥林匹克体育场、叶卡捷琳堡的
叶卡捷琳堡中央体育场。

俄罗斯联邦，简称“俄罗斯”，是由 22 个自治共和国、46
个州、9 个边疆区、4 个自治区、1 个自治州、3 个联邦直辖市
组成的联邦共和立宪制国家。国旗为白、蓝、红三色旗。
国徽主体为双头鹰图案。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北部，地跨
欧亚两大洲，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一个由 194 个
民族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为俄罗斯人，约占
全国总人口的 77.7%。

比赛用球
风土人情

世界杯渊源始于 20 世纪初的奥
林匹克运动会，特别是在安特卫普
1920 年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在那届奥运会上，南美、亚洲及非洲
的 14 个国家参加了奥运会的足球项
目 1928 年 17 个国家参加了阿姆斯
特丹奥运会，但直到这时还没有成
型的世界杯诞生。直到 1920 年 5 月
26 日，国际足联决定独自举办足球
比赛，从此诞生了世界杯。
他们选择在奥运会的中间年度
比赛，并且决定每隔四年举办一次
世界杯，在法国举办完第三届（1938
年）比赛之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爆发，世界杯比赛中断了 12 年。战
争一结束，巴西就在 1950 年举办了
第四届世界杯赛。截至 2014 年，共
举办了 20 届世界杯。

比赛场馆

历史经典

吉祥物

扎比瓦卡是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吉祥物，
两只毛茸茸的大耳朵，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头顶橙色
边框运动镜，身穿白蓝红三色足球衫。该吉祥物以西伯
利亚平原狼为蓝本。扎比瓦卡，俄语意为“进球者”。吉
祥物的评选首先参考了俄罗斯儿童的意见，并由大学生
参与设计，
共有超过 100 万人参与了投票。

奖杯

这款皮球的命名取自
1970 年墨西哥世界杯的用球
电 视 之 星 Telstar，这 个 名 字
的由来是因为那届世界杯首
次通过卫星电视向全世界转
播，足球首次采用黑白色块
相间的设计，目的是能在当
时黑白电视上更加的醒目，
这一设计也延续多年。
新款的电视之星 18 回归
黑白色调，黑色色块上有类
似电视马赛克的处理，用来
致敬当年。此外电视之星 18
还加入 NFC 芯片，据称可以
通过智能手机与足球来交互
互动。

大力神杯足球世界杯的奖杯，是足球界的
最高荣誉的象征。整个奖杯看上去就像两个
大力士托起了地球，被称为“大力神金杯”。线
条从底座跃出，盘旋而上，到顶端承接着一个
地球，在这个充满动态的，紧凑的杯体上，雕刻
出两个胜利后激动的运动员的形象。高 36.8
厘米，重 6.175 公斤，其中包括 4.97 公斤的 18K
黄金铸造，
底座镶有两圈墨绿色的孔雀石。

比赛场馆
下诺夫哥罗德体育场 位于奥卡
河和伏尔加河的交汇处。整座球场
的建造没有使用哪怕一堵实体墙，外
层 88 根棱柱和内层 44 根圆柱撑起了
整座球场，而所有钢结构的重量加起
来，竟然是埃菲尔铁塔重量的两倍。
在这里，45000 名观众可以欣赏到 6
场世界杯的精彩比赛。

卢日尼基体育场 是本届世界杯
的中心场馆，始建于 1956 年，原名列
宁中央体育场，曾主办 1980 年奥运
会 ，2008 年 欧 洲 冠 军 杯 决 赛 ，以 及
2013 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球场可容
纳 81000 名观众的新场馆。在本届世
界杯上，卢日尼基体育场将承办 7 场
比赛，包括最重要的揭幕战和决赛。

加里宁格勒体育场 位于中心东
南方向，加里宁格勒体育场球场是模
仿慕尼黑安联球场来进行设计的，蓝
白的配色象征着远方的波罗的海，而
它的另一个名称也正是“波罗的海体
育 场 ”，世 界 杯 时 这 座 球 场 可 容 纳
35000 人观赛，4 场小组赛将会在这里
举办。

莫尔多瓦体育场 位于萨兰斯克
因萨尔河畔，以自治共和国的名字来
命名。莫尔多瓦体育场可以容纳
45000 人，球场的外墙以及屋顶采用
红白色涂装来迎接世界杯，象征着民
族的生命与灵气，在这里一共会进行
4 场小组赛。

罗斯托夫竞技场 位于城市东南
方向顿河南岸。罗斯托夫竞技场整
座球场呈现出白色的外观，总容量超
过 45000 人，在这里将举办 4 场小组
赛和一场 1/8 决赛，桑巴军团巴西队
将在这里迎战瑞士队，而太极虎韩国
队也将在这座球场迎来墨西哥队的
挑战。

萨马拉竞技场 位于萨马拉北部，
可容纳 45000 人，这座球场最为引人
注目便是那酷似外星飞碟的顶棚，毫
无疑问它象征的就是萨马拉引以为
傲的航天工业，在这里将进行 6 场俄
罗斯世界杯的比赛，而这其中就包括
东道主俄罗斯迎战乌拉圭的最后一
轮小组赛。

喀山竞技场 能够容纳 47779 名
球迷。喀山竞技场于 2013 年建成，这
座耗费了俄罗斯政府 8.9 亿美元的大
球场也成功被欧足联评为四星级球
场。全欧洲最大的场外视频屏幕将会
给球迷带来绝佳的观赛体验，世界杯
期间，喀山竞技场将会举办 6 场世界
杯的比赛。

伏尔加格勒体育场 可容纳超过
45000 名观众。6 月 22 日，在城市重
新改名为斯大林格勒的这一天，城市
还会有专属的庆祝活动，而当天进行
的世界杯比赛更是会为这特别的日
子锦上添花。这里总计将承办四场
小组赛。

圣彼得堡体育场 由于资金短缺一直没能竣
工，当俄罗斯拿到世界杯举办权之后，圣彼得堡市
政府便介入了这座球场的建造，然而直到 2017 年
联合会杯之前，这座外形酷似“太空飞船”的圣彼
得堡体育场才终于姗姗来迟地揭开了它的面纱。
68000 个坐席，全世界最顶尖的球场配套设施，绝
对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球场之一。

叶卡捷琳堡竞技场 原名乌拉尔体育场，始建
于 1953 年，2006 年它曾经经历过一次翻修。为了
不对主体结构再进行大的工程改动的同时满足世
界杯球场的额定容量，拆掉球场两面的外墙，然后
在球场的“外部”再建造两座更大的临时看台，以
达到世界杯 35000 人的容量要求，在本届世界杯
中，
叶卡捷琳堡竞技场将承办 4 场小组赛。

索契菲施特奥林匹克体育场 坐落于索契市区
东南方的奥林匹克公园内，是 2014 年冬奥会的主
会场。球场是根据不远处的菲施特山来命名的，
它的外观远远望去就像高加索山脉中的一个山峰
一般。在世界杯期间增加临时看台后，菲施特奥
林匹克体育场的容量将扩充到 47000 人，在这里将
会举办 6 场世界杯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