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秘国际足球转会内幕：

内少拼爹 登贝莱们有人撑腰

私下接触违法又如何

经纪人扮演中间人

每当一个转会窗口开启，
俱乐部之间因交易而产生的抢
人行为就绝对少不了。今年夏
天更甚，甚至都闹上了法庭。这
边厢是英超内斗，南安普敦状
告利物浦；那边厢是跨国战争，
葡萄牙的葡萄牙体育上告英超
的西汉姆联。而这场争斗的原
因相同：有意向的买方私下接
触球员，违反国际足联的相关
规定。

国际足联转会条例第 18
条第 3 款有明确规定：“一家俱
乐部想要和一名职业球员签订
合同，必须在与球员协商之前，
以书面方式通知该球员当前所
属的俱乐部。当一名球员与俱
乐部的合同到期，或者距离到
期还剩 6 个月的时候，他才拥
有与其他俱乐部签订合同的自
由。任何违反这一条款的行为
都应受到适当的制裁。”

所以当南安普敦将利物浦
私下接触该队中卫范迪克之事
上告英超联盟之后，利物浦俱
乐部立刻发布官方道歉声明，
并表示不再追求这位荷兰国
脚。红军对此事的处理颇有豪
门风范，属于“自知理亏”的自
觉道歉，事实上圣徒方面不可
能掌握双方“私会”的证据，因
为私下接触的方式多种多样，
令人难以察觉，而且并不需要
俱乐部官员直接出面。

执教枪手超过 20 年的温
格认为私下接触球员很正常，
而正如贝里所说，充当中间人
的往往是经纪人。经纪人既可
以代表球员方面，也可以代表
俱乐部方面，代表不同利益方
的两位经纪人进行接触和对
话，扮演“传声筒”的角色，外人
很难知晓。

如你所知，合法的流程是：
两家俱乐部进行谈判，然后买
家与球员谈个人条款，谈拢之
后，才是体检、签约等后续工
作。“私会”固然违法，但对于买
方俱乐部来说又是理所当然
的，因为买家要先与球员进行
接触，询问对方有否加盟的意
愿，以及在个人待遇方面的要
求。你情我愿谈妥之后，买家才
有把握向卖方俱乐部开价。反
之，若跳过球员先与卖方俱乐
部达成一致，球员方面却不想
加盟，或者所要求的薪资待遇
过高，到头来很有可能竹篮打
水一场空。

这次内马尔从巴萨转会巴
黎圣日耳曼，中间是否存在球员
与买家的私下接触？综合多家媒
体的报道，内马尔的父亲、同时
也是其经纪人的老内马尔与
PSG 的俱乐部高层进行过私会。

无论是否存在违规，内马尔
指派的著名律师克雷斯波前往
西甲总部，提交了 2 . 22 亿欧元，
却被西甲联盟拒绝接受。对此，
法甲官方机构法国职业足球联

盟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西甲联盟拒绝接受违约金

的理由则是认为大巴黎通过内
马尔之手支付 2 . 22 亿欧元，此举
违背欧足联的财政公平政策。

西甲主席特巴斯曾表示：
“不管巴黎买不买内马尔，我们
都要告他们，他们并不是俱乐部
在掏钱，而是背后的卡塔尔国家
在掏钱，这完全是破坏市场的行
为。但相比于内马尔离开，我更

怕梅西 C 罗离开。”
然而欧足联都表态西甲无

权阻止内马尔的转会，西甲联盟
也无计可施。最终，内马尔的法
律代表直接来到巴萨俱乐部并
支付了 2 . 22 亿欧元的违约金，巴
萨官方宣布双方的合同正式终
止。注意：此时内马尔还不是大
巴黎的球员，只是一个自由球
员，等到以自由身完成签约之
后，他才正式成为巴黎圣日耳曼
的一员。

综合

正因为私下接触是如此的
暧昧模糊，所以处理这类事件的
原则就是“民不举，官不究”。

葡萄牙体育状告西汉姆联
私下接触葡萄牙国脚威廉·卡瓦
略，此乃西汉姆主动挑事，主席
苏利文指责葡萄牙体育一开始
拒绝接受报价，关窗之前又想重
启谈判，结果因时间仓促未能成
功。葡萄牙体育声称并未收到过
对卡瓦略的报价。西汉姆联宣布

将就此事起诉葡萄牙体育，葡超
豪门一怒之下则向国际足联举
报铁锤帮私会球员。

多特蒙德新星奥斯曼·登贝
莱就如愿以偿转会巴萨，而为了
能够投奔红蓝军团，他采取了罢
训的方式，多特CEO瓦茨克质疑
巴萨已经私下向登贝莱做出了
许诺：“你不敢相信，没有得到其
他俱乐部的任何承诺，一个20岁
的孩子敢自己罢训。”

当然，瓦茨克后面的话暴露
了他发言的真正目的：“球员还
有4年合同，巴萨必须满足我们
的要求才能带走他。巴萨最近卖
内马尔获得了2 . 22亿欧元。”换言
之，既然球员身在曹营心在汉，
强扭的瓜不甜，只要巴萨钱给到
位了，一切都好说。最终，巴萨付
出了 1 . 05 亿欧元转会费的代价
才得到小登贝莱。而登贝莱用一
个夏天罢训来强行转会的后果，
便是缺乏系统性训练而容易受
伤，偏偏他也正巧赶上了。

今年夏天的转会窗口
已经关闭，但关于转会，永
远有着说不完的话题。球
迷们最关心的当然是球员
买卖，但大多数人知道的
都是结果：成交或失败。相
比于明面上的谈判、签约，
隐藏在桌面底下的暗箱操
作或许才是转会市场上的
常态。巴萨千方百计挖到
的登贝莱，却在赛季刚开
始因伤缺阵3-4个月，不禁
让球迷笑侃，1 . 5亿莫非是
买来个笑话。

利物浦铁锤帮成被告 登贝莱获巴萨支持罢训

内马尔 2 . 2 亿欧元转会 引爆西法联赛跨国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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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体育世界的8大奇葩转会

趣 味 链 接

1 一名球员换50个足球
2013年，刚升入国内顶级联

赛的哥斯达黎加大学队用50个足
球从美洲狮队中引进了一个名
叫法拉斯的 26 岁球员。

美洲狮队表示法拉斯是一
名好球员，球队不会为他在联赛
中踢球设置障碍。外加法拉斯的
合同即将到期，美洲狮自然也心
甘情愿做个顺水人情。

2 15 公斤猪肉交易球员
2006年罗马尼亚乙级联赛的

阿拉德俱乐部把后卫齐奥拉出
售给丁级联赛的霍里亚俱乐部，
转会收入竟然只是15公斤肉。但
是，霍里亚俱乐部并没有最终得
到齐奥拉，这名后卫可能是因为
不堪其辱，在被出售后决定就此
挂靴。

3 NBA神射手换复印机
2003年，篮网选中科沃尔，球

队当年坐拥强阵，这等新秀完全

不放眼里，果断把科沃尔送到76
人，换来了12 . 5万美元。篮网先用
这些钱支付了球队参加夏季联
赛的相关费用，多余的钱，购买
了一台崭新的复印机。

4 选秀权换主教练
2013年，快船为了得到里弗

斯，送出了一个首轮选秀权，得
到凯尔特人同意解约剩余3年，
总价值2100万美元的许可。有了
这个先例，在2014年的夏天，雄鹿
为了得到篮网的主教练基德，不
惜动用两个未来的次轮选秀权
与篮网进行了交换。

5 主席因报价梅西被停职
2011 年博讷（法乙球队）主

席昂若拉突发奇想，以 60 万欧元
的价格向巴萨报价梅西，并提供
了正式的书面函件。随后法国足
协立即向他处以禁赛 6 个月，理
由是：“这是一个拙劣的玩笑，我
们不能容忍这种行为。”

6 出口转内销，戴琳智商高
2009 年，戴琳想从辽足转会

申花。由于中国足球有奇葩的挂
牌制度，戴琳无法直接转会。

于是，戴琳妙计安天下，玩
了一个“出口转内销”的好把戏。
他通过经纪公司把自己运作加
盟去到了波黑的一个球队，合同
到期的戴琳选择转会，光明正大
地加盟了上海申花。

7 为了一个人，买了一支队
2015年夏天，天津泰达俱乐

部的赞助商权健集团自掏腰包
6000万元买下孙可。无奈，泰达俱
乐部就是不愿意为孙可注册。权
健一怒之下放弃了和泰达的合
作，买下了中甲的天津松江队并
改名为天津权健。

8 “一男换二女”
2009-2010 赛季，江苏后卫

韩硕，提出了转会批准却未获俱
乐部批准。八一体工大队开出筹
码——— 陈丽莎、张晓妮两名八一
女篮主力内线。于是双方一拍即
合，韩硕得以转会八一队，陈丽
莎、张晓妮两人加盟江苏。

42 掌故 2017 年 9 月 29 日 星期五

见习编辑：魏露 美编：顾佳泉

老老内内马马尔尔（（左左））在在内内马马尔尔 22 .. 22 亿亿欧欧元元加加盟盟大大巴巴黎黎的的转转会会中中承承担担着着重重要要角角色色。。

盘点 2017 体坛
球员代言费 TOP10

经过多年在职业赛场上
的征战，体育巨星们收入相当
不错，无论是工资还是品牌代
言。拥有众多粉丝和强大号召
力的球星吸引流量的能力惊
人，所以他们备受各类广告商
的青睐。

纳达尔(3200 万美元)
作为这个时代与费德勒

齐名的网球选手，纳达尔在过
去一年共通过代言收益 3200
万。他的 16 个大满贯冠军以
及法网 1 0 冠让他受到了耐
克、起亚、汤米·希尔费格以及
百保力的青睐。

斯皮思(3200 万美元)
知名高尔夫球手斯皮思

在 2015 年的大师赛中赢得了
冠军，这使得他收到了安德玛
更多的赞助。除了安德玛，24
岁的他还获得了 AT&T、可
口可乐、泰特利斯以及劳力士
的商业合同。

C 罗(3200 万美元)
皇马球星 C·罗纳尔多最

为著名的合作伙伴是耐克公
司，在去年率领葡萄牙夺得欧
洲杯后，他的赞助商又增加了
泰格豪雅以及魔声。

德约科维奇(3400 万美元)
过去一年里，小德共通过

代言合同收益 3400 万美元。
这其中囊括了阿迪达斯、海
德、精工以及标致。

麦克罗伊(3500 万美元)
作为近十年来首屈一指

的高尔夫球手之一，他在过去
一年中共收到 3500 万美元的
商业赞助。这其中包括了欧米
茄、Bose、Upper Deck、卓美
亚以及耐克。

杜兰特(3600 万美元)
在过去一年中，从雷霆转

会至勇士，并帮助勇士夺冠，
自己也拿下 FMVP 的 NBA
巨星杜兰特收到了 3600 万美
元的代言合同。

“老虎”伍兹(4500 万美元)
近年来，老虎伍兹似乎少

有露面，大多是出现在社会新
闻以及娱乐新闻版面。然而就
是这样，伍兹依然在去年一年
中收到了 4500 万美元的商业
赞助。

米克尔森(5000 万美元)
长期与“老虎”伍兹竞争

的高尔夫名将米克尔森在过
去一年中共获得赞助 5000 万
美元。主要代言了毕马威、卡
拉威、埃克森、巴克莱银行以
及一些其他的品牌。

詹姆斯(5400 万美元)
没有人会惊讶詹姆斯在

本榜单名列前茅，作为克利夫
兰骑士队的当家球星，2015 年
他与耐克签下了一份超过 10
亿美元的终身合同。此外，他
还代言了可口可乐、三星、麦
当劳以及 Beats by Dr.Dre。以
上为他带来了 5400 万美元的
收益。

费德勒(6000 万美元)
在过去的一年中，费德勒

共计从代言合同中获益 6000
万美元。这些都源于他在过去
15 年中在网球界的领导地位，
以及史上最多的 19 座大满贯
奖杯。他的代言包括了耐克、
劳力士、威尔胜、瑞士信贷以
及梅赛德斯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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