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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塞尔球场 为世界杯决
赛举办地， 设计灵感来自阿拉
伯传统灯笼光影交错的图案，
建筑过程中应用多项先进科
技。 卢塞尔球场可容纳 8 万观
众， 在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举办
10 场比赛，是世界杯期间举办
比赛场次最多的球场。

阿图玛玛球场 设计灵感
来自中东地区男性常戴的编织
软帽，可容纳 4 万名观众，世界
杯结束后， 球场的上部看台将
被改造为精品酒店。

海湾球场 设计灵感来自
海湾地区游牧民族使用的传统
帐篷，顶棚可开合。海湾球场上
层的座椅将在卡塔尔世界杯结
束后被拆除， 捐赠给需要体育
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家。 这座

能容纳 6 万名观众的球场是卡
塔尔世界杯开幕式暨揭幕战承
办场地。

教育城体育场 位于多哈
大学城， 建成开放于 2020 年。
设计融合了伊斯兰传统建筑风
格与现代元素， 由众多三角形
组成的菱形图案， 会随着阳光
照射的角度不同而改变颜色，
被人们称为 “沙漠中的钻石”。
可容纳 4 万名观众。

哈里发国际体育场 始建
于 1976 年，是卡塔尔历史最悠
久的足球场馆。 这里曾举办过

亚运会、亚足联亚洲杯、田径世
锦赛和世俱杯等比赛。 可容纳
4 万余名观众。

阿尔·贾努布球场 设计
灵感来自卡塔尔单桅三角木质
帆船的船帆， 这种帆船曾是卡
塔尔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距
离 多 哈 市 中 心 23 公 里 ，于
2019 年 5 月开放，可容纳 4 万
名观众。

974 球场 由 974 个集装
箱组成 。 是国际足联世界杯
历史上首座可完全拆解的球

场，使用集装箱 、可移动座椅
和其他模块化 “积木 ”建造 ，
其 创 新 设 计 的 圆 形 球 场 座
位 ，将实现自然通风 ，无需使
用空调。

艾哈迈德·本·阿里球场
位于沙漠边缘，被称为“沙漠之
门”， 于 2020 年 12 月投入使
用，可容纳 4 万名观众。世界杯
结束后， 其将成为赖扬足球俱
乐部主场。

（本报稿件综合澎湃新闻、
虎嗅、新京报、北青网等）

世世界界杯杯的的““七七宗宗最最””最贵———花销超 2200 亿美元
由于卡塔尔控制着部分世

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储备之一，
卡塔尔人享有巨额财富和利
益。 这个位于阿拉伯半岛东端
的小国伸入波斯湾。 这里有世
界上最大的水下气田———卡塔
尔与伊朗共享的北方气田。 该
气田拥有全世界已知天然气储
量的约 10%。

作为首个承办世界杯的中
东国家， 卡塔尔可以说是倾全
国之力来准备这场盛大赛事，
他们的投入也称得上是史无前
例，卡塔尔政府曾公开表示，自
从筹办世界杯以来， 他们已经
在基础设施项目上投资了超
2200 亿美元， 其中约 65 亿美
元花在了为本届世界杯建造 8
座体育场上， 包括已故著名建
筑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的阿尔·
贾努布体育场。赛前，该国还花
费巨资来修建地铁、新机场、公
路和其他基础设施。

用“最贵世界杯”来形容，
一点也不夸张 。 本届世界杯
的投入远远超过 2018 年俄罗
斯 世 界 杯 的 140 亿 美 元 和
2014 年巴西世界杯的 110 亿
美元。

最高———总身价 150 亿欧元
据 CIES（瑞士足球天文台）

统计，本次世界杯 32 支参赛球
队的总身价为 150亿欧元。

英格兰全队身价总和最
高，为 14.99 亿欧元，贝林厄姆
以 2.02 亿欧元的身价成为本
届世界杯身价最高的球员。 巴
西前锋维尼修斯紧随其后，身
价为 2.01 亿欧元。 巴西全队身
价总和为 14.55 亿欧元， 排名
第二。 前六的其他四支球队依
次为：法国（13.37 亿欧元）、西
班牙 （11.01 亿欧元）、 葡萄牙
（11.54 亿欧元）和德国（10.2 亿
欧元 ）。 排名第七的是荷兰 ，
7.56 亿欧元；阿根廷第八，7.48
亿欧元。 乌拉圭身价为 5.9 亿
欧元，高于比利时队的 5.62 亿
欧元。与此同时，哥斯达黎加队
的总身价最低，只有 2300 万欧
元，仅为英格兰队的 1.53%。
最多———总奖金 4.4 亿美元

国际足联宣布将把 4.4 亿
美元奖金分给卡塔尔世界杯的
参赛球队和球员， 比四年前的
俄罗斯世界杯增加了 10%，多
出 4000 万。

另外， 卡塔尔世界杯的冠
军将获得 4200 万美元的高额
奖金，比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
冠军法国队的收入多出 400 万
美元。此外，小组出局的球队都
会得到 900 万美元的收入。

最大变化———人数剧增
本届世界杯每支球队的大

名单将从 23 人增加至 26 人，
这意味着各队最多有 15 名替
补球员。同时，与以往单场只能
换 3 人不同， 本届世界杯各队
最多可以分 3 次换 5 人。 这一
变化将极其丰富各队技战术打
法。
最萌差———球员的年龄与身高

有外媒盘点了本届 “世界
杯之最”球员，来自德国的 17
岁球员穆科科为本届大赛最年
轻球员， 来自墨西哥的塔拉韦
拉则以 40 岁“高龄”当选最年
长球员。 本届世界杯最矮球员
只有 1.58 米，为摩洛哥的查伊
尔。 最高球员则是来自荷兰的
诺珀特，身高为 2.03 米。 代表
球队出场最多的球员是来自阿
根廷的巨星梅西， 他一共为国
家队出战了 19 场世界杯的比

赛。德国的穆勒分别以 10 球和
6 助攻当选“最多进球球员”和
“最多助攻球员”。

最快速———比赛用球
“旅程”是本届世界杯比赛

用球的名字， 它的外观灵感来
自卡塔尔的文化、建筑、国旗以
及国家标志之一的船只风帆。
“旅程” 拥有两大科技元素，其
一是球的中心部位可以为球员
快节奏的触球动作提供速度、
准确性和连续性支持， 二是球
的表面由 20 片带纹理的 PU
蒙皮组成， 从而提升皮球的运
动稳定性。 国际足联在官网强
调，“旅程”将是“历届世界杯中
飞行速度最快的足球”。
最温暖———设立“感知房间”

卡塔尔的三个体育场内都
配有特殊的“感知房间”，每个
房间可容纳至少 10 人。当大型
比赛的气氛变得过于热烈时，
患有自闭症或类似残疾的儿
童、 青少年和年轻人可以在这
里休息。据介绍，足球场上的欢
呼对正常人来说是一种享受，
但对于许多自闭症患者来说，
这种声音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这些房间旨在帮助那些可能变
得“不知所措”的人。

八八座座球球场场感感受受阿阿拉拉伯伯风风情情

““不不一一样样””的的卡卡塔塔尔尔世世界界杯杯
�� 22002222 年年卡卡塔塔尔尔世世界界杯杯于于 1111 月月 2200 日日至至 1122 月月 1188 日日举举行行。。位位于于中中
东东阿阿拉拉伯伯地地区区的的卡卡塔塔尔尔，， 是是一一个个面面积积仅仅 11 万万余余平平方方公公里里，， 人人口口仅仅为为
226600 多多万万，，5500 年年历历史史的的国国家家。。 不不过过，，这这里里却却是是人人均均国国内内生生产产总总值值（（GGDDPP））
常常年年高高居居全全球球排排名名的的前前列列、、被被公公认认为为世世界界上上最最为为富富裕裕的的国国家家之之一一。。

这这届届世世界界杯杯有有太太多多的的不不同同——————首首次次在在海海湾湾地地区区举举办办、、 首首次次在在北北半半球球冬冬季季进进
行行，，也也是是 2200 年年后后世世界界杯杯再再次次回回到到亚亚洲洲。。 而而距距离离不不远远的的 88 大大球球场场打打造造了了世世界界杯杯史史上上

最最方方便便““11 小小时时交交通通圈圈””，，花花费费、、奖奖金金等等多多项项指指标标也也突突破破了了史史上上世世界界杯杯之之最最…………

本届世界杯 8 座球场集中在一个“1 小时交通圈”内，各支球队比赛间的通勤消耗将
大大减小，有利于踢出更精彩的比赛。 这 8 座球场处处弥漫着阿拉伯风情。

哈哈里里发发国国际际体体育育场场

阿阿尔尔··贾贾努努布布球球场场

卢卢赛赛尔尔球球场场

艾艾哈哈迈迈德德··本本··阿阿里里球球场场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杨芳足浴店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30104MA4T74F806，声明
作废 。
●母亲张慧遗失由长 沙市妇幼
保健院开具的儿子胡禹桉出生
医学证 明 ，编 号 ：P430314694 ，
声明作废 。
●娄底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源海瓷
砖经营部遗失由上海红星美凯
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娄底华星
路分公司开具商品质量保证金
费用收据二份， 开具日期：2022
年3 月 15 日 ，收据号 ：ZY22031
500834081，金额：20000 元；开具
日期：2022 年 3 月 15 日， 收据
号 ：ZY22031500834078， 金额 ：
30000 元，特声明作废。

长沙嘟嘟网约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下
列车辆：
湘 AD18967(渐变绿) 证号 430100608624
湘 AJ79K7(蓝色) 证号 430100608618
湘 A4W90E(蓝色) 证号 430100607214
湘 AF18B6(蓝色) 证号 430100607213
湘 AD26L2(蓝色) 证号 430100607212
湘 AF08W0(蓝色) 证号 430100607211
湘 AF02C6(蓝色) 证号 430100607210
湘 AE9H38(蓝色) 证号 430100606772
湘 AV8U38(蓝色) 证号 430100606771
湘 AN8N88(蓝色) 证号 430100606770
湘 AX8Q09(蓝色) 证号 430100606769
湘 AY9H90(蓝色) 证号 430100606768
湘 AX9D98(蓝色) 证号 430100606767
湘 AX9D88(蓝色) 证号 430100606766
湘 AY9E02(蓝色) 证号 430100606715
湘 AJ9Y55(蓝色) 证号 430100606773
湘 AG7C60(蓝色) 证号 430100606774
湘 AY9E76(蓝色) 证号 430100606775
湘 AL7Y61(蓝色) 证号 430100606776
湘 AW9Z86(蓝色) 证号 430100606714
湘 AN7H87(蓝色) 证号 430100606662
湘 AN8E10(蓝色) 证号 430100606661
湘 AK8M00(蓝色) 证号 430100606660
湘 AV7P26(蓝色) 证号 430100606553
湘 A7YO2D(蓝色) 证号 430100606554
湘 AP7L19(蓝色) 证号 430100606555
湘 AP7L11(蓝色) 证号 430100606556
湘 AN7L26(蓝色) 证号 430100606557
湘 AV7X11(蓝色) 证号 430100606558
湘 AK7E78(蓝色) 证号 430100606552
湘 A6Y07J(蓝色) 证号 430100606551
湘 A1YO2E(蓝色) 证号 430100606550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道路运输证
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把
自
己
融
入
电
影
里

2020 年 11 月 28 日 上
午，电影《翦伯赞 》在翦伯赞
的家乡桃源县枫树维吾尔族
回族乡举行开机仪式并实景
开拍。 万俊华一大早就来到
了这里， 国家一级导演马会
雷一声“开机啦……”演员们
迅速进入角色。

万俊华一时激动不已。
按万俊华的建议， 片中

大部分镜头取景在具有鲜明
地域特色的常德完成。 那一
段时间，有着明清风格的仿古建筑
区的大小河街经常热闹非凡，挎枪
扛刀的各色“古人”时常引来当地
居民的围观。

一江沅水镶嵌在两岸连绵起
伏的山峦美景； 桃花源的曲折回
廊，云雾缭绕的桃林；碧波荡漾的
柳叶湖，湖畔的青翠垂柳；养在深
闺的汉寿清水湖……都在镜头中
活色生香。

拍摄期间， 万俊华多次回常
德， 还邀请母校时任校长龙献忠
教授“探班”。 导演得知消息，很感
动。 剧本中有一场“中苏文化协议
换届大会”的大戏需要演员，而且
要求演员具备儒雅气质， 两人正
好相符， 导演便托人咨询他们是
否可以在剧中各客串一个角色：龙
校长扮演《中苏文化》杂志社主编
王昆仑， 万俊华扮演杂志社副主
编侯外庐，与翦伯赞（也是副主编）
同上台接受会长孙科先生的聘任。
二位爽快的答应了。

“侯外庐是中国历史学家、思
想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马克思
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 为 20 世
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
发展作出了大量开拓性贡献。 我
有幸扮演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深
感荣幸，”脱下演出服，万俊华由衷
地说，“也许， 把自己演进电影里，
那才算真正的参与……”

11 月 6 日 和 7 日 ，电影《翦
伯赞》 分别在长沙和常德举行首
映式，万俊华全程参与。 看到场上
观众反响强烈，他备感欣慰。

该影片投资仅一千多万元，是
一部小成本、高品质的制作，故事
情节丰富多彩，感染力强，镜头效
果非常唯美， 具有典型的湖湘特
色。 首映式结束后，常德市主要领
导给予了该影片高度评价，并对万
俊华浓浓的家乡情表示充分肯定。

万俊华说：“也许， 我们可以
此为契机， 在常德建一个影视基
地……”

8 日上午，常德市市长周振宇
邀请万俊华到花岩溪、 柳叶湖等
地进行实地考察。

“我比较看重柳叶湖，” 万俊
华说，“试想，在碧波荡漾的柳叶湖
畔，建起一座影视城，这该是多么
浪漫的常德情怀啊。 ”

这，并不是梦。

□ 周光曙

万俊华原本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怎么摇身一变
成了电影出品人呢？ 带着这个疑问，走近他，走进他的
内心深处，一个游子的故土深情，一种浓浓的家国情
怀，让人油然而生敬意……

电影《翦伯赞》出品人万俊华：将家国情怀定格在镜头里

“常德是我的家乡，我对
常德有着很深的感情，”11 月
9 日下午，刚参加完电影《翦
伯赞》在常德的首映式，万俊
华利用等高铁回广州的两个
小时间隙， 接受了记者采访，
“这些年在外创业， 我总想做
一件什么事情，能诠释常德精
神，直到遇上电影《翦伯赞》，
我才眼前一亮……”

2020 年春节期间， 万俊
华回常德老家省亲， 湖南文
理学院校友联谊会热情接待
了这个成功的企业家校友。
席间， 有人说起学院最近正
倾力打造的电影《翦伯赞》。

万俊华一下子来了兴
趣。 在与该电影剧本主创人
员周星林教授进行沟通后，
他当即表态说，“希望母校能
给我这个机会， 我愿意投拍
这部电影……”

万俊华是常德澧县人 。
1989 年， 他就读湖南文理学

院化学专业。 毕业后当过老
师，也进过国企，后下海来到
广州。

那一年， 正逢广州市原
市长黎子流秉承“唇齿之间、
品味无限” 的理念创办粤旺
公司。 有着化学专业背景、怀
揣着对农业特殊情感的万俊
华应聘进入了粤旺， 成为了
一名保鲜工程师。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
人。

2004 年，粤旺由中外合
资改制为民营企业， 建立粤
旺集团， 万俊华成为集团董
事长。

然而，改制初期，粤旺集
团的发展遇到重重困难 ，一
时之间， 高层管理人员与员
工对粤旺集团的未来感到十
分迷茫，纷纷辞职，仅留下了
几十个员工。

而这几十个人， 几乎都
是万俊华的常德老乡。

“万总，玩（俺）常德人不
信邪 ，玩岸 （我们 ）相信你 ，
有么得 （什么 ）事玩岸一起
扛……”

亲切的乡音， 顿时点亮
了万俊华灰黯的心空。

在万俊华的带领下 ，集
团目前已在全国 15 个省区
拥有 80 多家分、子公司，与
1000 多家政府单位、院校企
业和超市商场建立供应链服
务， 是具有较大规模的全国
知名农业企业集团。

而今的万俊华， 作为广
州商业总会会长、 广东高科
技产业商会副会长， 先后获
得广东省优秀企业家、 中国
品牌新时代领军人物大奖等
多项荣誉称号。

“这些外在的东西都不
足为傲，”万俊华深有感触地
说，“如果问我最看重的是什
么，我会不加掩饰地说，那就
是我们的常德精神。 ”

作为一家农 业 企
业， 拿出上千万元投拍
一个并不一定叫座的历
史文化类电影合不合
适， 企业高层有不同的
声音， 万俊华也曾犹豫
过。 但他一直认为，企业
做大了， 一定要有社会
担当， 而人民物质生活
丰富了， 更要丰富自己的精
神世界。

“当初，如果不是常德乡
亲的支持与鼓励， 说不定我
要多走很多弯路。 ”万俊华回
忆当时情形，仍感慨系之。

事业成功后， 万俊华也
曾慷慨地为家乡捐资助学、
修桥筑路， 并为家乡投资兴
办了一个茶厂，但在他看来，
这并不能称之为常德精神。

那么，什么是常德精神？
作为一个企业家， 万俊华并
没有做过系统全面的研究 。
在揭榜电影《翦伯赞》之前，
他总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静静地在书房学习和思考。

常德是中国道德文化的
发源地。 一句“常德德山山有
德”流传千年，广为人知。

曾经有人概括总结， 常德
大约有五种精神，即：理想主义
精神、集体主义精神、英雄主义
精神、乐观精神、浪漫精神。

对此，万俊华深以为然。

他的企业员工， 以及他
接触到的各路常德籍企业精
英们， 无不将这五种精神演
绎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 他又通过各
种渠道了解翦伯赞的生平事
迹， 从他身上寻找常德人的
精神精髄。

翦伯赞是著名的马克思
主义历史学家、 杰出的教育
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新史
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万俊华偶然读到这样一
首常德文友写给翦伯赞的歌
词，一时热血沸腾———

枫叶青青，桃源依依。
壮士怀乡，家国万里。
烟雨钩沉竞朝夕， 如椽

史笔天下器。
枫叶灼灼，沅芷离离。
红蝶飘飞，肝胆不移。
往来驱驰夜振衣， 常德

不离天下溪。
岗上少年，逆风起。
文韬迸裂，英雄气。

且停干戈，演一场古
今戏，长空风云收眼底。

他反复吟诵这首歌
词，顿悟：翦伯赞身上所
体现的， 岂止是常德精
神？ 分明是一种“文韬迸
裂”的家国情怀啊。

而在研读电影剧本
时， 万俊华看到一个情

节， 剧中鹿仲麟将军与翦伯
赞有一场对手戏， 翦伯赞说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学者，他
坚持的理念就是有一份史料
写一段历史。 历史决不可造
假。

看到这里， 万俊华被深
深触动。 他联想到自己所从
事的农业产业， 假种子假农
药一度充斥市场。 求真，对历
史很重要， 对企业发展更重
要。

抓紧处理完手头事务
后，他没有犹豫，带着助理再
次从广州来到常德母校湖南
文理学院。 他与周星林教授
一段一段地研究剧本， 商量
着聘请导演和物色主要演员
的具体事宜。

签约仪式上，万俊华说：
“我并没有指望这部电影赚
钱， 但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
体现常德精神， 弘扬家国情
怀， 让它成为青少年爱国主
义教育的经典……”

邂逅“翦伯赞”，难忘常德精神

“壮士怀乡，家国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