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4年世界杯
1954年世界杯的决赛场———

匈牙利队和西德队的比赛，票价
在6至22瑞典克朗(下称瑞朗)之
间。如果换算成现在的币值，最便
宜的票价约合12 . 5美元左右，最
贵的票价约合46美元。2014年，曾
有人出价452美元收购了该场比
赛的球票。

1958年世界杯
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最大

的亮点就是“南美的球队在世界
杯历史上首次在欧洲夺冠”。进入
淘汰赛之后，三场比赛连续进球
的贝利成了最大的主角儿。

1958年世界杯的门票价格在
7至40瑞朗之间。如果换算成现在
的币值，最便宜的票价约11 . 5美
元，最贵的票价则约为66美元。现
在，这些票在eBay网站上的价格
是750美元。

1962年世界杯
1962年世界杯可以说是最野

蛮、最血腥的一届世界杯了。平均
每场比赛都会有一名球员被踢伤
下场，球王贝利更是在小组赛第
二场就被踢伤，无缘之后的比赛
了。

本届世界杯的门票是根据交
易卡原理设计的，因此，其外型像
极了公交车票，票价的区别也清
晰地体现在票面上。此外，尽管智
利当时的货币“埃斯库多”是南美
各国流通的货币，但门票却是以
美元的价格出售的。

现在，在互联网上可以经常
看到1 . 5至13美元的各种门票。也
就是说，如果换算成现在的币值，
最便宜的门票价格应在12美元左
右，而最贵的票价是104美元。

1966年世界杯
1966年英国世界杯，最著名

的事件就是非洲球队的集体抵制
以及“雷米特金杯”的失而复得，
以至于人们现在每每提到朝鲜能
够创造出世界杯第八名的奇迹
时，都认为朝鲜队应当感谢拒绝
参赛的非洲人以及那条将雷米特
金杯找回的狗。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以及八分
之一决赛的门票价格都是1英镑，
约合现在的150元人民币。半决赛
的门票约为2至10英镑，决赛的门
票则是3至15英镑。现在，1966年
世界杯的门票最贵的价值257英
镑，约合人民币2230元。不过，在
eBay网上，平均的票价是30英镑。

1970年世界杯
1970年世界杯最大的亮点

是，规则上的变化一直影响到了
现在的足球比赛：允许换两名球
员，让以前流行的杀伤战术变得
没有用处，足球开始“美丽”了起
来；而红黄牌的引入，也让球员们
有了更大的自律决心。

当然，本届世界杯的门票，也
经过了精心的设计，看起来和现
代化的剧院门票已经非常相像
了。至于其价格，大约在30至80墨
西哥比索之间。不过，最有趣的
是，墨西哥比索的符号与美元的
符号是一样的。当时，最贵的票价
高达630比索，也就是说，换算成
现在的币值，最贵的门票约合35
美元。

1974年世界杯
本届世界杯赛的门票，大约

在15至40德国马克之间。如果换
算成现在的币值，最便宜的门票
约为31美元，而最贵的门票约为
83美元。现在收藏一张该届世界
杯赛的门票，大约也要花费260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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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世界杯

球迷们要看本届世界杯的
比赛，基本上只需要花费3至50美
元，折合成现在的币值，最便宜
的票价也就是6 . 5美元左右，这个
价格甚至比四年前西班牙世界
杯的门票都便宜。不过，最贵的
门票则要比西班牙世界杯贵一
些了，约合110 . 5美元。

1990年世界杯

1990年的世界杯门票，在价
格上分为四个等级：换算成现成
的币值，最便宜的门票是29美元
左右，开幕战的门票价格能达到
120美元，最贵的门票则高达230
美元。现在，在收藏界，意大利世
界杯的门票最少也要23美元了。

1994年世界杯
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门票，

最便宜的也达到了25美元，换算
成现在的币值，那将是41 . 5美元；
至于决赛中最好位置的门票，则
高达475美元，如果换算成现在的
币值，那就是786 . 5美元了！不过，
由于本届世界杯赛的门票保留
数量超大，所以，现在想收藏这
些门票，只需要付出18至20美元。

1998年世界杯

1998年法国世界杯，法国国
家队第一次打到了决赛，而且，
有惊无险地战胜了巴西队。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门票约
为200至1800法郎。1998年，200法
郎相当于50美元左右。但是，最贵
的门票却要高达450美元。决赛时
的一张门票，曾被黄牛党炒到了
15000美元。

2002年世界杯
2002年韩日世界杯，是世界

杯首次在亚洲举行，而且是同时
在两个国家举行。全球化的大
潮，让各国的球迷蜂拥到了世界
杯的赛场。

于是，门票的价格自然是水
涨船高了：最便宜的门票在60至
300美元之间，小组赛中的一些重
要场次，门票价格都是从150美元
开始起售，至于决赛的门票，更
是高达750美元。

2006年世界杯
这是1998年之后，欧洲再次

举办世界杯，因此球迷的热情也
是非常高涨的：为了看揭幕战，
球迷必须花费65至300欧元。小组
赛中的门票大约在30至100欧元
之间，淘汰赛最便宜的票价约为
45欧元，最贵的则是400欧元，决
赛门票在120至600欧元之间。

2010年世界杯

2010年，世界杯首次在非洲
举办。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门
票在70至450美元之间；小组赛的
门票价格则在20至160美元之间；
淘汰赛门票价格则在50至600美
元之间；决赛的门票则高达150至
900美元。

2014年世界杯
2014年巴西世界杯，揭幕战

门票价格在220美元左右；小组赛
价格约为90美元；淘汰赛门票约
在110至660美元之间，一些决定
性的场次则在440美元左右；决赛
阶段最好的位置，门票价格约为
990美元！ 据《体坛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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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世界杯的门票正
式开始发售。此次售卖的球

票，整体最低价格是105美元
(约为690元人民币)。105美元门
票是什么概念？此前每届世界
杯上最便宜的门票，都在几十美
元左右，世界杯门票从此告别

“白菜价”时代……

现场时代

事实上，早期的世界杯期间由于技术的落后，球迷们并不
能像今天一样从电视上观看赛事。这也限制了世界杯影响力的
扩大，因此世界杯的门票在这期间也相对便宜。

直播时代

随着电视直播的介入，球星也像电影明星一样拥有了自
己的超级粉丝。于是，世界杯也就成为了追星最好的场所，门
票的价格自然也是水涨船高了！

俄罗斯世界杯
售票分三阶段

俄罗斯世界杯
球票价格分四档

世界杯门票新规
需注册FAN-ID

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
在门票方面引入了一种全
新的形式FAN-ID，所有球
迷必须持有FAN-ID才能进
场观赛，而持有FAN-ID的
球迷也享有免签国境的权
利 ，也 就 是 说 ，没 有 这 个
FAN-ID，即便是买到了球
票也没有办法进入球场，那
么，这么重要的FAN-ID该
怎么注册呢？

以刚刚结束的联合会
杯为例，在购票页面付款成
功后会得到一个Request ID
号码，凭此号码可在https：//
www . f an- id . r u / r eg i s t r a-
tion.html登记申请FAN-ID。
同意条款后进入个人信息
填写页面，注意护照信息必
须和入境时所使用的护照
一致，如果更新护照需要向
官网申请重制FAN-ID。上
传一张标准照片。

然后进入邮寄信息填
写页面。身处俄罗斯之外的
人士请使用B y m a i l邮寄
FAN ID。邮寄需时预计1个
月，通过挂号信邮寄到所填
写的地址。FAN ID的制作
与邮寄均免费。 综合

俄罗斯世界杯所有普
通球票均可在国际足联官
网(http：//www.fifa.com/)直
接申请购买，本届世界杯球
票将分为三个阶段售卖。

第一阶段，在2017年9月
14日至10月12日期间，可申
请随机抽签购买球票。在购
票确认之后，此阶段参与者
可在2017年11月16日至11月
28日期间以“先到先得”的方
式抢售第一阶段剩余球票。

第二阶段，在2017年12
月5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
间，此阶段球队分组结果已
公布，所有参与者可申请随
机抽签购买球票.。

在有剩余可售球票的
情况下，国际足联安排了最
后抢售阶段，在2018年4月18
日至7月15日期间，所有剩余
球票将在国际足联官方球
场的售票中心对公众售卖。

综合

本届俄罗斯世界杯的
普通球票共分为四档，分别
是“一类至四类球票”。

四类球票只提供给俄
罗斯人。一类至三类球票的
区别主要在于“观赛坐席位
置及区域的不同”。以本届
世界杯的开幕式及决赛场
地卢日尼基球场为例，其中
一类坐席是球场观赛位置
较好的区域，二类坐席相比
则会稍差，往下以此类推。

然而一类球票并不等
于坐到了球场观赛位置最
好的坐席区域。根据国际足
联相关规定及售票政策，国
际足联将整个球场中观赛
位置最好的区域留给了“款
待类球票”，而这类球票是
无法通过抽签得到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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