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金童，就不得不说他———劳尔。
他是伯纳乌的主人，是皇马的旗帜。
即使当时的银河战舰几乎集合了那个时代

的所有巨星，他的光芒也不会被埋没。
优雅、华丽、风度翩翩，也不失身为队长的霸

气与勇敢。
16年皇马生涯， 名字里写满了荣誉与骄傲，

一路上也少不了艰辛与坎坷， 风风雨雨冷暖自
知，只有伯纳乌最忠实的球迷们会懂得他背上 7
号的意义。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开始的开始是你青春
年少的容颜，最后的最后是你不忍离去的背影。

最大的遗憾也许就是没能赶上西班牙斗牛
士最辉煌的岁月。

一路向北，只用了两个赛季，他的魅力就征
服了沙尔克 04，征服了整个德甲。

离开了欧洲，他选择了中东，让自己的职业
生涯远离喧嚣，寻找一份安宁，享受着足球带给
他最纯粹的欢乐。

他的最后一站选在了纽约，在这里劳尔仅仅
停留一年，便做出了退役的决定，金童远去，记忆
永存。

球迷对劳尔的评价，有很多超出足球层面之
外的东西。 2009 年 10 月， 劳尔代表皇马一线队
15 周年纪念日，皇马官网做出调查：“劳尔 15 年
的皇马生涯， 你最敬佩他的地方是什么？ ”有
40%的球迷，认为劳尔最可贵的品质是“对皇马
的忠诚”；24%的球迷，选择“体育道德、足球绅
士”这一项；只有 11%的球迷，选择是“皇马队史
头号射手”。 可见，劳尔最打动人的，是他的人
品。

时间，可以看清一切事物的本质。 那些年，劳
尔被认为是皇马更衣室的球霸，“排挤欧文”
“冷对大罗小贝”“拉帮结派”这样的故事，在媒
体笔墨下格外精彩。 劳尔选择沉默，时间证明了
他的伟大。 雷东多说：“皇马可以没有劳尔，但一
定不能失去劳尔的精神。 ”

所谓劳尔精神，其实是绅士精神。 足球场上，
劳尔是真正的绅士，他 21 年的职业生涯，各项赛
事超过 1000 场，从未得过红牌，这是了不起的纪
录。与英格兰的绅士加里·莱因克尔、德国足坛的
“小个子巨人”拉姆一样，劳尔是足坛罕见的绅
士。 从 2004 年到 2007 年，劳尔有将近 3 年时间，
在西甲没有吃过哪怕一张黄牌。 劳尔是所有年轻
球员的楷模———低调个性、有风度、牺牲奉献精
神、战斗决心、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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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传奇前锋劳尔于 16 日随纽约宇宙
队在北美足球联赛决赛中以 3 比 2 击败渥太华
复仇者队获得冠军。 此战之后，这名 38 岁的老
将正式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凭借着切莱里诺的帽子戏法， 纽约宇宙队
以 3 比 2 战胜渥太华复仇者， 然而这场比赛最
受人关注的球员并不是打进三球的切莱里诺，
而是他的队友———西班牙国家队前队长、 皇家
马德里足球巨星劳尔。

早在 10 月 15 日， 纽约宇宙队就宣布劳尔
将在本赛季北美足球联赛结束时退役。 这场比
赛后，劳尔正式退役。

1994 年， 年仅 17 岁的劳尔开始为皇马效
力，在那里度过了 16 个赛季，出战 741 场比赛
打入 323 球， 帮助皇马夺得 6 个西甲冠军、4 个
西班牙超级杯冠军和 3 个欧冠联赛冠军。 2010
年，劳尔离开皇马加盟德甲沙尔克 04，在沙尔
克 04 出场 98 次， 打入 40 球， 并于 2010-2011
赛季帮助球队打入欧冠四强。2012 年，劳尔到卡
塔尔淘金，2014 年 12 月加盟纽约宇宙队， 同时
担任俱乐部青训学院的技术顾问。

劳尔为西班牙国家队效力 10 年， 出场 102
次，打入 44 球。

劳尔正式退役

再见！ 指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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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赛季北美职业联赛结束，效力于
纽约宇宙队的劳尔，也走完自己职业足球
生涯的最后一程。 带着荣耀、辉煌、赞誉、
遗憾、不舍，38 岁的劳尔与绿茵场挥手说
再见。 从 1994 年到 2015 年，劳尔 21 年的
职业足球生涯，有太多值得回忆的时刻。

1994年 10 月 29 日 ， 皇马客场 2 比 3
不敌萨拉戈萨的比赛 ， 时任皇马主帅的
巴尔达诺 ， 出人意料地给劳尔处子秀机
会 ， 那时候的劳尔才 17 岁 ， 他成为皇马
联赛历史出场第 2 年轻的球员 ， 仅次于
阿尔贝托 。 一周之后的马德里德比 ，劳尔
进球了 ，17 岁的劳尔成为皇马联赛历史
上进球第 2 年轻的球员 ， 同样是仅次于
阿尔贝托 。

年轻的劳尔 ，不断在创造属于自己的
奇迹。 1995 年 9 月 13 日，欧冠小组赛皇马
客场 3 比 3 平奥林匹亚科斯的比赛，18 岁
的劳尔上演皇马欧冠处子秀 ，成为队史欧
冠出场第 2 年轻的球员 。 当年 10 月 18
日， 皇马欧冠小组赛对阵费伦茨瓦洛什 ，
劳尔打进 3 球，职业生涯首次上演帽子戏
法，18 岁的劳尔成为皇马队史欧冠最年轻
的帽子戏法先生。

从 1994 年到 2010 年， 劳尔的皇马一
线队 16 年生涯，创造许多第一。 741 次披
上皇马战袍征战正式比赛 ，这是皇马队史
出场王 ；为皇马打进 323 球 ，是 C 罗之前
的皇马队史射手王， 最近被 C 罗打破；劳
尔在西甲 550 次出场 ，历史上仅次于前巴
萨门神苏比萨雷塔 ；西甲 228 球 ，排在梅
西、 萨拉、 乌戈·桑切斯、C 罗之后；20 岁
时 ，劳尔就收获西甲 50 球 ，22 岁时 ，迈入
西甲 100 球名人堂 ， 是西甲最年轻的 50
球、百球先生。

劳尔的欧战赛场也写满辉煌 ，他的欧
冠 71 个进球 ，是梅西 、C 罗绝代双骄之前
的欧洲第 1，更绝的是 ，这 71 个欧冠正赛
进球， 无一是点球。 劳尔的欧冠正赛 142
次出场(皇马 130 场 + 沙尔克 12 场 )，欧冠
历史上仅次于卡西和哈维。 而在西班牙国
家德比中 ，劳尔 37 次登场 ，打进 15 球 ，进
球数仅次于梅西、迪斯蒂法诺。

在沙尔克 04，劳尔 98 次出场打进 40 球 ，获得 1
次德国杯和德国超级杯冠军。

在卡塔尔联赛， 劳尔又拿到 1 次联赛冠军和 1
次塔卡尔王子杯冠军。

效力纽约宇宙队再获 3 冠 （春季联赛冠军 、常规
赛冠军、北美职业联赛总冠军）。

金童远去 记忆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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