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羅斯把克里米亞納入領土

後受西方國家制裁，加上俄國前

特工斯克里帕爾在英國中毒案

件，導致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關係

惡化，今屆世界盃適逢在俄羅斯舉

行，被視為歷來最政治化一屆，外

界更擔心英俄球迷爆發衝突。今屆世

界盃固然存在不少風險，但俄羅斯亦可把

握當中的外交機遇，透過賽事向國際

社會展現俄羅斯現代化及包容的

一面，提升國家形象。

俄羅斯2014年主辦索契冬奧時，
遭西方傳媒批評場地及配套設施

不完善，其後更爆出俄國運動員服用禁
藥風波，令俄羅斯聲譽受損。另外，有
英國足球流氓聲稱，要在俄世界盃期間
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揚言無視俄
羅斯警察，可能隨時出現連場衝突，
招致西方國家和媒體批評。《獨立
報》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熱愛運
動，克里姆林宮不希望球迷衝突
破壞賽事，相信會對鬧事的英國
球迷保持克制，避免衝突升
級，令俄羅斯展現國家正面

形象的「公關騷」蒙上陰影。

俄人熱情款待洗冷漠形象
今屆世界盃在俄羅斯11個城市舉行，
近半在冷戰時期是封閉城市，當時禁止外
國人到訪，包括加里寧格勒、下諾夫哥羅
德和葉卡捷琳堡。這些城市的基建設施現
已大幅改善，酒店、餐廳、超市和商場提
供優質服務，若俄羅斯人熱情款待到來觀
賽的外國遊客，令遊客賓至如歸，將可改
善外界覺得俄國人冷漠的形象。

輿論戰先發制人防失勢
由於今屆世界盃受政治氛圍籠罩，俄羅

斯政府為免在輿論戰中佔下風，故先發制

人，批評英國、澳洲和北歐國家表面上提
醒球迷赴俄國時要注意的事項，實際是抹
黑俄國，煽動「恐俄情緒」。俄國外交部
發言人扎哈羅娃批評外國政府於背後推波
助瀾，試圖打擊人們前往俄羅斯觀賽的意
慾。

凸顯體育精神防外國炒作
另一方面，俄羅斯同時致力凸顯世界盃

的體育意義，避免將體育和政治混為一
談，防止西方國家利用世界盃炒作政治事
件。俄羅斯世界盃籌委會主席索羅金表
示，英國外相約翰遜將俄國世界盃與1936
年德國納粹奧運相提並論，反映部分官員
不明白足球是超越政治，形容部分國家利
用世界盃撈取政治籌碼，是不尊重世界盃
精神，實屬不幸。索羅金同時指出，
雖然有傳英國政府及王室杯葛世界
盃，但英國球迷仍反應熱烈，
購買不少門票。

■《獨立報》/
俄羅斯衛星網/塔斯
社/今日俄羅斯

英國國家警察總監委員會日前警告英
國球迷，切勿在前往俄羅斯觀賞世界盃
賽事期間展示聖喬治十字旗，避免予人
「帝國主義」和「敵對」感覺。
俄國前間諜斯克里帕爾在英國遭落毒

後，英俄關係轉差，英國球迷在世盃期
間會否鬧事備受關注。英國國家警察總
監委員會主管羅伯茨，將領導團隊前往
俄羅斯，與當地警方和保安部門合作，

確保多達1萬名遠赴俄國觀賽的英國球
迷安全。羅伯茨呼籲球迷在公共場所展
示旗幟時應保持警惕，又勸喻他們「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稱英國球迷也不
會希望別人來自己的國家醉酒鬧事，以
及在紀念陣亡英軍的「和平紀念碑」上
擺放冒犯性旗幟。
羅伯茨指出，在2016年法國主辦歐

洲國家盃賽事期間，俄羅斯球迷曾在馬

賽襲擊英國球迷，前者當時在社
交網上載數十面倒掛的聖喬治十
字旗。羅伯茨表示，俄國城市伏爾
加格勒(前稱斯大林格勒)將於本月
18日，舉行英國對突尼斯的賽事，
由於近110萬俄軍二戰中在斯大林格
勒陣亡，當地對俄人具國家象徵意
義，故英國球迷屆時需加倍小心。

■法新社/《泰晤士報》

俄羅斯世界盃舉行在即，據俄
羅斯衛星網報道，當局將與國際
足協(FIFA)合作，向每名購買世
界盃入場門票的球迷，派發「球
迷 ID簽證」，讓他們可以在本
月4日至7月25日期間，多次利
用簽證入境，並可享用免費公共
交通服務，方便自由穿梭各地。
這款簽證大受旅客歡迎，更有並
非球迷的人士為得到球迷 ID簽
證，不惜購買門票。

簽證手續繁複俄破例便利球迷
俄羅斯曾在去年的洲際國家
盃期間試行球迷ID簽證，結果
取得成功。美國球迷兼旅行愛
好者馬凱爾受訪時表示，辦理
普通簽證需花費 155 美元 (約
1,217港元)，和世界盃門票價格
相若，而且手續繁複。

印度球迷希爾則表示，球迷
ID不但能讓他享受賽事，亦提
供機會讓他隨時往返西伯利
亞、莫斯科及聖彼得堡等地，
參觀博物館及紀念碑等著名景
點。
過往世界盃主辦國會為持有門

票的旅客簡化簽證程序，巴西
2014年舉行世盃期間，甚至提供
免費簽證，俄羅斯更進一步，取
消簽證要求。俄羅斯政府為推行
球迷 ID，在 2013 年底通過法
案，總統普京當時表示，將為各
國官員、球員、球證、教練及球
迷等參與盛事的人士提供免簽證
入境。
當局亦將在賽事進行期間安排

額外700班次火車，來往11個主
辦城市，亦會安排義工向旅客提
供支援。 ■俄羅斯衛星網

俄羅斯世界盃官方主題曲《Live It Up》，由荷里活男
星韋史密夫、美國歌手Nicky Jam和科索沃歌手Era Is-
trefi演唱，美國知名音樂人Diplo負責監製。雖然歌曲
傳遞正面訊息，而且歌手陣容星光熠熠，但獲得的評
價一般，有球迷表示非常失望。
6月14日舉行揭幕戰前，各歌手會在現場獻唱
《Live It Up》。韋史密夫歌影雙棲，曾推出多張銷
量達白金的唱片，在《Live It Up》製作花絮片段
中，Nicky Jam表示希望韋史密夫在歌曲中有更多
演出部分，令他的聲音更突出。不過部分球迷直
斥歌曲是「垃圾」，稱由拉丁歌后Shakira(見右
圖)演唱的2010年南非世界盃主題曲《Waka
Waka》悅耳得多。
《獨立報》評論指出，《Live It Up》聽來
像是有觀眾喝彩聲夾雜其中，認為過分造
作，缺乏出色音樂所需的真性情，歌詞也
沒有意義和方向。

■英國廣播公司/《獨立報》

俄羅斯推出面值100盧布(約13港元)的世界盃紀念
鈔票，是首款完全由聚合物基製成、展示國家元首以
外歷史人物的俄羅斯鈔票。鈔票正面顯示一個手持足
球的孩童，望向前蘇聯傳奇守門員耶辛，背面顯示半
空中有一個印有俄羅斯地圖和11個主辦城市名字的
足球。 ■Euronews網站

孟加拉國家足球隊
在國際足協排名第
197位，從未有機會參
與世界盃決賽周，但卻
受惠於當地的世界盃熱
潮，參賽國球隊的國旗需
求激增，國旗生產商需日
以繼夜工作，當中以球王
美斯領軍的阿根廷國旗最受
歡迎。
在孟加拉首都達卡開設旗

幟印刷廠的霍薩因稱，近期
生意非常好，每日可生產超過
1萬面國旗，過去兩個月都不
停趕工，有時每天只能睡 2小
時。
售賣國旗的小販米亞亦分一杯

羹，表示過去一周已售出500面阿
根廷國旗，賺了一筆錢，有信心之後
再賣出500面。工人伊克巴勒的工作
量大增，收入大幅上升，現時平均每
日薪金達3,000塔卡(約276港元)，只要
工作兩天，收入已等同紡織工人平均一
個月的收入，笑言希望孟加拉的足球狂
熱可持續多數月。 ■法新社

避引起帝國主義聯想
英籲球迷勿展示聖喬治旗

慳大筆交通費
旅客瘋搶球迷簽證

歌手陣容強勁
世盃主題曲偏惹負評

政要「失蹤」
俄世盃紀念鈔現傳奇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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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前雙重間諜斯克里帕爾和女兒在英格蘭南部索爾茲伯
里街頭中毒昏迷，俄國否認涉案，英國外相約翰遜揚言考慮
杯葛俄羅斯世界盃，首相府其後澄清只考慮不派官員出席。

20182018年年
俄羅斯前間諜被落毒俄羅斯前間諜被落毒

20172017年年
干預選舉干預選舉

自從美國指控俄國干預前
年美國總統大選後，西
方國家聲稱俄羅斯系統性
散播假新聞及誤導訊息，
抹黑候選人，企圖影響
西方國家穩定，目標包
括美國、法國和英國等
多國的選舉。

敘利亞自2011年爆發內戰，獲美國
撐腰的反政府武裝組織曾佔上風，但
俄羅斯總統普京2015年下令軍事介
入，協助巴沙爾政府軍奪回大片土
地，將俄國勢力延伸至中東。

20112011年年
敘利亞內戰敘利亞內戰

在俄羅斯索契冬奧後，俄羅斯在
2014年3月將克里米亞併入版圖，
觸發烏東地區激戰。專家預計普京
或藉着成功主辦世界盃，展開大規
模公關行動。

20142014年年 烏克蘭烏克蘭

參與2014年索契冬奧的俄羅斯運動
員被驗出大規模服用禁藥，國際
奧委會因此懲罰俄國冬奧代表
團今年只能以中立身份參與
平昌冬奧，儘管事件發
酵，但俄國主辦世界
盃未有遭受太多
批評。

20142014年年 禁藥問題禁藥問題

外交爭議籠罩

俄羅斯世界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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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史密夫參與演
唱世盃主題曲。

網上圖片

■■普京與國際足協會長恩普京與國際足協會長恩
芬天奴去年為世界盃分組芬天奴去年為世界盃分組
賽抽籤賽抽籤。。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