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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人就
发明了一种家喻户晓的足上球类运
动——蹴鞠。蹴即用脚踢，鞠系皮
制的球，蹴鞠就是用脚踢球。

蹴鞠运动的形式

蹴 鞠 一 词 最 早 可 见 于《史
记》，它滥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
国古都临淄，在汉代获得了极大
的发展，于唐宋时期走向全面繁
荣。彼时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都
对蹴鞠乐此不疲。

蹴鞠成为竞技运动

在汉代，蹴鞠迎来了中国历
史上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此时的

蹴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作为军
事中训练士兵的手段出现；另一
种则是以娱乐表演为目的。

作为军事训练的蹴鞠与今天
的足球运动颇为相似，具有很强
的对抗性和竞技性。圆形的鞠、
方形的围墙，象征着天圆地方，阴
阳相对，仿效一年12个月，12人对
阵抗衡，反映了“天人合一，效法自
然”的观念。比赛有裁判主持，有
统一的竞赛规则，还特别强调裁判
要公正执法，可见当时的蹴鞠已经
具备了竞技运动的雏形。

国际足联证实发源地

2004 年，足球起源专家论证

会在淄博市临淄区召开并形成一
致结论：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都临
淄是中国古代蹴鞠的起源地。
同年7月，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
博览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际足
联 和 亚 足
联 公 开 宣
布，中国是
足球运动的
发源地，世
界足球起源
于 中 国 山
东 淄 博 临
淄 地 区 的
蹴鞠。
张依盟

足球起源于齐鲁

卡塔 尔 世 界
杯 拉 开 帷 幕 ，虽 然
中国男足再次遗憾未
能进入世界杯，但在本
届世界杯上，从场馆、
周边，到球迷、裁判，再
到 赞 助 商 和 熊 猫 ，
依然有着众多中国

元素。

中国人的

世界杯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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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机构和企业打着“养老服
务”“健康养老”等名义，以“高利息、高回报”
为诱饵实施非法集资活动吸收老年人资金，
这些非法集资活动具有很大的社会危险性：

一、参与非法集资的当事人会遭受经济
损失，甚至血本无归。用于非法集资的钱可
能是参与人一辈子节衣缩食省下来的，而非
法集资人对这些资金则是任意挥霍、浪费、转
移或者非法占有，参与人很难收回资金。

二、非法集资也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经
济、金融秩序，引发风险。

三、是非法集资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
引发大量社会治安问题，甚至造成局部地区
社会治安动荡。

非法集资产生的损失 由集资人自行承担
按照《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等有

关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
参与人自行承担。而所形成的债务和风险，
不得转嫁给未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国有银行
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任何单位。债权债
务清理清退后，有剩余非法财物的，予以没
收，上缴中央金库。经人民法院执行，集资者
仍不能清退集资款的，应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损失。在取缔非法集资活动的过程中，地方
政府只负责组织协调工作。这意味着一旦社
会公众参与非法集资，其利益不受法律保护，
所受到的损失不得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和司
法机关承担。

中国熊猫“亮相”卡塔尔

两只可爱的中国大熊猫，也为本届
世界杯增添了更多“中国元素”。

当地时间1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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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卡两国
达成的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协议，这两
只大熊猫将在接下来的 15 年旅居卡塔
尔，这是中东地区迎来的首对大熊猫。

卡塔尔将“京京”和“四海”以阿拉伯
文分别命名为“苏海尔”和“索拉雅”。在
阿拉伯传统文化中，“苏海尔”和“索拉
雅”是天空中的两颗星，代表着吉祥、崇
高和价值无限。

卡塔尔的新能源之梦

卡塔尔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三，已
探 明 石 油 储 量 居 世 界 第 13 位 ，人 均
GDP 约为 7 万美元（约合 49 万元人民
币）。

为促进能源转型，经济多元化发展，
步入真正的发达国家行列，卡塔尔计划
到2035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幅降低
油气资源的碳排放，真正将清洁能源变
成立国之本。

光伏，成了卡塔尔追梦路上的一道
沙漠之光。

卡塔尔毫无悬念地选择了与中国企
业合作光伏项目。

10月18日，由中国企业担任总承包
商的阿尔卡萨 800 兆瓦光伏电站，举行
投产仪式。全部设计施工由中国电建集
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承建，预计将每年
为卡塔尔提供约 18 亿千瓦时的清洁电
能，同时满足约 30 万户家庭年用电量，
减排二氧化碳约90万吨/年。

未来两年，卡塔尔希望达到超 1600
兆瓦的光伏发电能力，甚至达到5000兆
瓦，任务再次交给了中国。

吴家驹 摩罗客

1966-1978
中国人“看见”世界杯

“我第一次听说有‘世界杯’这
个事儿，还是 1966 年，那年是英格
兰世界杯，我当时 15 岁，听一个西
城体校同学说的。”中国足球名宿
张路回忆起自己与“世界杯”的第
一次接触，直接将时代的指针拨回
到1966年。

1966年和1970年，我国专业足
球人开始“看见”世界杯，到百废待
兴的1978年，中央电视台转播当年
阿根廷世界杯，才算是真正推开一
扇门，把“世界杯”放在最广阔的观
众人群的眼前。

“那是咱们国家第一次转播世
界杯的比赛，比赛在阿根廷。”83岁
的宋世雄对自己 44 年前在香港无
线台“借”卫星信号第一次解说世
界杯的场景记忆犹新。

2002
中国人“冲进”世界杯

2002韩日世界杯，国足昂首踏

进决赛圈。
“我们第一次打世界杯，能参

加(决赛圈)就已经是非常大的荣耀
了，谈不上任何经验，也谈不上有
多深刻的体会，就是开了眼界，本
身就是一种荣誉，不光是首发 11
人，就是出征的 23 人，都有非常强
烈的使命感和荣誉感，这是中国足
球历史性的一刻，去感受就好了。”
现任中国 U16国家队主教练、2002
世界杯国脚杨晨谈起往事语气里
还是透着兴奋。

2002世界杯带来的精彩故事，
远不止 3 场小组赛所能涵盖，而这
届特殊世界杯对中国足球的影响，
甚至发酵到了 20 年后的今天——
在这20年间，中国足球乃至整个中
国，都在继续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6-2018
中国人“拥抱”世界杯

胡庆伟是幸运球迷之一，2006
年，他通过网络抽中了2006年德国
世界杯 1/4 决赛球票，“第一次出
国，当时网上订酒店、机票不方便，

只能通过朋友找当地华人帮忙。”
2010 年南非世界杯，胡庆伟

“明显感觉到网络购票变得友好”。
而到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这套流
程甚至在一部手机上就能完成。

越来越多中国球迷的出现让胡
庆伟不再“小众”。

2022
中国人“传播”世界杯

目前，抖音、快手、小红书、B站
等内容平台不仅成为人们获取信息
的重要载体，且尝试向涵盖社交、文
化传播、商业化等多功能和多身份
转换。

第三次和FIFA(国际足联)合作，
杭州孚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孚德”)再度成为世界杯官方特
许授权商，该公司 CEO 郭志浩表
示，相较往届，短视频、直播的入局
将会给这届世界杯衍生产品营销带
来巨大变化。

世界杯来了，和在任何地方一样，
也在中国生了根发了芽——这好像不
是足球，但这的确就是足球。郭剑

这届世界杯这届世界杯
有支特殊的有支特殊的

““中国队中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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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2世界杯预选赛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足成功晋级中国男足成功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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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工人在制作世界杯用品义乌工人在制作世界杯用品。。 卡塔尔光伏项目卡塔尔光伏项目

卡塔尔世界杯特别版纪念钞包卡塔尔世界杯特别版纪念钞包
含中国企业承建的卢塞尔体育场含中国企业承建的卢塞尔体育场。。

游客们在中国企业建造的卢塞尔体育场前合影游客们在中国企业建造的卢塞尔体育场前合影。。 卡塔尔街头的宇通客车卡塔尔街头的宇通客车。。

1111月月 1717日日，，大熊猫大熊猫““四海四海””在卡在卡
塔尔首都多哈的豪尔熊猫馆内塔尔首都多哈的豪尔熊猫馆内。。

世界杯主场馆 中国造

本届世界杯，将在“中国制造”
中举办决赛。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主场馆
卢塞尔球场，就是由中国企业承建
的。该场馆整体外观造型呈碗状，
屋面呈马鞍形，外幕墙为金色双曲
面铝板幕墙。据悉，这个建筑面积
19.5万平方米的“金色之碗”，可容
纳 80000 人同时观赛，将承担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闭幕式、决赛等重
要活动和赛事。

同时，据报道，本届世界杯的
“974 球场”也出自中国团队之手。
之所以叫“974 球场”，是因为该球
场70%是由集装箱构成，集装箱数
量共974个。

据央视报道，可供住宿的“自
由区球迷村”也出自中国之手。据
卡塔尔方面介绍，中国企业共为本
届卡塔尔世界杯提供了超过 1 万
套集装箱式房屋，主要来自广东和
浙江等地。

“中国建造”
出现在卡塔尔货币上

近日，卡塔尔中央银行推出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特别版纪念
钞，纪念钞图案包含中国铁建承建
的卢塞尔体育场。卢塞尔体育场
是一座现代化的高科技体育场，拿
下了六项世界之最，从设计到施
工，中国企业提供了全产业链的中
国方案、中国产品和中国技术。这
也是“中国建造”元素第二次出现
在卡塔尔货币上。

此前，2020年12月发行的新版
10卡塔尔里亚尔纸币(约合人民币
20元)也印有卢塞尔体育场图案。

世界杯商品 主要来自义乌

从足球、摆件、贴纸，到手拍器、
喇叭、哨子，本届世界杯的周边中，
处处有着中国厂商的身影。此前，
义乌厂家50天赶工10万个足球曾
冲上热搜。据义乌体育用品协会估
算，在整个世界杯周边商品市场份
额中，浙江义乌制造几乎占到70%。

速卖通世界杯专场负责人马
祥在上月底的一场会议中介绍，世
界杯期间包括足球在内的商品，主
要来自于义乌，跟世界杯相关的应
援产品也是义乌采购的重点商品。

此前，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经
营体育用品的一名店主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6 月，他接到了拥有卡
塔尔世界杯组委会官方授权的产
品订单。该订单包括印有 2022
卡塔尔世界杯标志和吉祥物的 32
强国家旗帜，今年 9 月中旬已顺
利交付。

“一般来说，我们对接的老客
户都是上一届能卖多少球，这一届
就先定多少货。32 强‘出炉’的时
候，采购商追加了一批订单，等 8
强、4强信息一出，订货信息一般很
快就来了。”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
主营球类用品的一名店主介绍。

世界杯观赛 数千球迷前往

虽然中国男足没能进入本届世
界杯，但也有一些中国球迷赴卡塔尔
观赛。

卡塔尔驻华大使穆罕默德·阿
卜杜拉·杜希米在上月底接受媒体
采访时透露，中国球迷已经购买了
5000至7000张卡塔尔世界杯门票。

此外，因一段采访视频而在网
络中走红的“退钱哥”何胜，也通过

社媒账号透露自己已到达卡塔尔。

世界杯执法 中国裁判组亮相

由马宁、曹奕、施翔组成的中国
裁判组，也将参与到本届世界杯中。

马宁在接受亚足联官方采访
时表示，“感谢国际足联和亚足联
给了我执法世界杯的机会，我会尽
我所能向全世界展现出最高的执
法水准。执法世界杯曾是我的梦
想，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足球，12
年前，2011年当我成为国际级裁判
的时候，执法世界杯也从梦想变成
了目标。而现在，我的目标实现
了，执法好世界杯的比赛也成为了
我的责任。此外，我还获得了和全
世界最高水平的裁判一同执法比
赛的机会。”

“我平时会看很多比赛，因为
我想要去了解各球队的比赛风格
和球员特点，这可以帮助我制作更
加完善的比赛计划和相应预案。
最后，在世界杯前，我需要保持好
身体和心理状态。”马宁说。

世界杯赞助额
中国企业第一

中国企业也在本届世界杯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本届世界杯中共
有四家中国赞助商。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环
球数据(GlobalData)提供的数据显
示，中国赞助商为在今年 11 月 20
日至12月18日期间举行的卡塔尔
世界杯投入了 13.95 亿美元，超过
了美国企业投入的 11亿美元。数
据显示，按年度计算，中国的赞助
价值为每年2.07亿美元，而卡塔尔
和美国的赞助价值分别为 1.34 亿
美元和1.29亿美元。 三彩蹴鞠胡人俑三彩蹴鞠胡人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