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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
俄足球流氓签承诺书
欧洲杯引发的俄英球迷斗殴波及
到了俄罗斯世界杯，
英国 BBC 电视台
此前拍了一部纪录片，
声称俄罗斯球迷
计划在2018世界杯期间对英格兰球迷
实施打击。前段时间英俄之间因双面
间谍中毒案引发的外交官驱逐战，
更将
原本就非常紧张的英俄球迷关系复杂
化了，
也使俄罗斯政府如临大敌。
为了避免暴力行为的发生，据英
国《每日镜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
要求俄罗斯一些极端球迷们签下一
份承诺书，确保他们在俄罗斯世界杯
期间不会找其他球队的球迷寻衅挑
事。一位在莫斯科公司的员工接受
采访时说道：
“ 政府正在警告那些可
能组织打架的球迷组织，要求这些人

俄英球迷故事多
世界杯上再续缘
发表声明，承诺不会在世界杯期间预
谋或者做有关引起暴力冲突的事
情。同时政府也从各个方面对这些
球迷组织施压，我知道现在有些组织
已经签署了相关的保证书。
”

片血雨腥风了。

英格兰比赛地有深意
英国警方此前通过媒体再次向
英格兰球迷喊话：在俄罗斯世界杯期
间，要克制自己的出格行为，因为你
英足球流氓要硬扛
们的放纵行为会在俄罗斯引发更大
俄罗斯世界杯临近，英国媒体日
的骚乱。
前披露，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在欧
值得一提的还有英格兰队的比
洲足坛臭名昭著的那一代英格兰足
赛地。6 月 18 日，英格兰队将在伏尔
球流氓，本来在江湖上销声匿迹多
加格勒迎战小组首个对手突尼斯队，
年，但因为看不惯俄罗斯球迷小字辈
为了规范英格兰球迷的行为，英国警
们的嚣张跋扈，于是决定重出江湖， 方强调：伏尔加格勒是二战中非常著
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会会所谓的“战
名 的 苏 联 英 雄 城 市 —— 斯 大 林 格
斗民族”球迷。
勒。所以，英格兰球迷需要特别小
虽然这批英格兰足球流氓老炮
心，需要表现出一定的品味。
“英格兰
都已年近六旬，但却有着“不凡”的履
人也接受不了外国球迷对伦敦为一
历。上世纪 80 年代是英格兰足球流
战烈士所建的和平纪念碑前表现出
氓最猖獗的年代，动辄就会制造出轰
不敬。
”英格兰警方说。
动性的群体事件，其中最有名的是
此后英格兰队至少还将在下诺
1985 年的“海瑟尔惨案”为此，当时
夫哥罗德（6 月 24 日迎战巴拿马）及
在欧战中极为强势的英格兰球队被
加里宁格勒（6 月 28 日迎战比利时）
禁止参加欧洲三大杯 5 年之久。
打两场小组赛。俄罗斯著名体育评
如今，面对俄罗斯球迷小辈们的
论员伊兹玛依洛夫认为，加里宁格勒
咄咄逼人，这批退隐多年的英格兰球
这块俄罗斯的“飞地”才是一块是非
迷老炮们再战江湖。英国《太阳报》 之地——加里宁格勒不仅是俄军重
援引其中一个 57 岁老足球流氓的话
点打造的海防要塞，而且伊斯坎杰尔
说：
“俄罗斯人该偿还血债了，我们想
导弹这种可以覆盖全欧洲、带有战略
在大街上和他们斗一斗，看看他们到
性特点的武器系统也布防到了加里
底有多硬。”这个老流氓是一名米德
宁格勒。加里宁格勒连一支俄超球
尔斯堡球迷，至今仍在英格兰当局的
队都没有，而且由于俄罗斯最西部的
黑名单上。如果让这些人来到俄罗 “飞地”城市，从交通方面来讲，对于
斯世界杯，赛场之外恐怕又要掀起一
世界杯参赛球队非常不方便。

世界杯住宿暴涨

英球迷落脚俄罗斯邻国
本报综合消息 据英格兰球迷透
涨 50 倍。而拉脱维亚的里加地区就
露，由于俄罗斯世界杯期间的酒店住
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落脚地，这里距离
宿费过于昂贵，很多打算前往俄罗斯
莫斯科只需要乘坐 1 个小时的飞机；
的英格兰球迷采取“曲线救国”，在世
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则是想要观看
界杯期间借宿俄罗斯的邻国，诸如拉
英格兰与比利时小组赛的理想落脚
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波兰等国都是比
地，
路程大概只有 3 个小时的时间。
较好的选择。这些球迷打算到了比
英格兰球迷选择住在这些城市的
赛当天再前往俄罗斯境内的比赛地， 原因很简单，就是图更低廉的住宿价
以此节约开支。
格，同时在路程上耗费的时间也比较
目前，俄罗斯酒店价格在世界杯
少。英格兰球迷联合会的发言人表示：
开赛前就已经翻了几番，有的甚至暴 “里加离英格兰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地加

里宁格勒只有3个小时路程，
那也是小
组赛中关注度最高的赛事。与比利时
的比赛将决定该小组头名，
而且很多英
格兰球迷都已预定了决赛时的住宿，
英
格兰队有可能坚持到那个时候。
”
据悉，在俄罗斯世界杯举办期
间，预计将会有至少 150 万外国游客
到访俄罗斯。俄联邦旅游机构预计，
这些游客在世界杯期间的花费将高
达 1.4 亿欧元。但他们也承认，为飞
涨的酒店价格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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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随着世界杯的临
近，英格兰球迷与俄罗斯球迷的表现
再次成为举世关注的话题。由于历
史上双方有着太多说不清的恩怨情
仇，更因双方球迷都以“性情火爆”著
称。2016 年欧洲杯期间，英格兰球迷
和俄罗斯球迷的混战，一度成为世界
媒体的聚焦点，甚至还成了两国政府
最高领导人讨论的话题。那么，两年
后在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上，双方球
迷又会续写出什么故事呢？

赛场内外

詹姆斯 42 分
骑士仍落败

凯尔特人
主场两连胜

本报综合消息 在 15 日进
行的 NBA 东部决赛第二场比
赛中，詹姆斯一人砍下 42 分，
却仍然无法帮助克利夫兰骑士
队战胜坚韧不拔的波士顿凯尔
特 人 队 ，最 终 骑 士 以 94:107
落败，总比分也以 0:2 落后。
凯尔特人虽然没有像詹
姆斯那样突出的球星，但是得
分比较均匀，先发五虎得分全
部上双，其中后卫杰伦·布朗
拿到 23 分，罗齐尔 18 分，中锋
霍 福 德 得 到 15 分 和 10 个 篮
板。新秀塔图姆和前锋莫里
斯分别拿到 11 分和 12 分。在
球队历史上，
“ 绿衫军”季后赛
在 2:0 领 先 的 情 况 下 都 获 得
了最终的胜利。
骑士方面，詹姆斯除了 42
分入账，还有 12 次助攻和 10
个篮板的表现。在骑士第一节
获得的 27 分当中，有 21 分来
自詹姆斯。球队第二号得分手
勒夫拿到 22 分和 15 个篮板，
表现也算正常。但骑士除了詹
皇和勒夫，另外三位先发乔治·
希尔、JR 史密斯和汤普森表现
异常低迷，三人加起来才得了
11 分，骑士整个赛季得分点不
多的毛病依然未能解决。
骑士上半场结束时以 55:
48 领先，但下半场凯尔特人打
了骑士一个 59:39，一举反超
比分。另外，骑士整场比赛失
误多达 15 次。
双方第三场比赛将移师克
利夫兰，时间是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