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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拍卖会”
场面冷清
江山代有才人出， 对内马尔和姆巴佩这两个每到夏
天就占据转会市场头条的名字感到厌倦了吗？ 今年夏天
不会了，因为有新的主角出现了，那就是哈兰德！
现在虽然仅是4?初， 哈兰德拍卖会却已正式开始。
就在上周，挪威前锋的父亲、前曼城球员老哈兰德与经纪
人拉伊奥拉一起飞赴西班牙， 一天之内连赴巴塞罗那与
马德里，与西甲两大豪门的高层会面，日程表上的下一站
则是伦敦， 他们为哈兰德选定的四家备选英超俱乐部是
切尔西、曼联、曼城与利物浦，就连切尔西主帅图赫尔都
说：“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拍卖。 ”
本版撰稿 特约记者 谢勤德

乍看起来，哈兰德拍卖会在此时
上演有些诡异。这位挪威前锋
年
月从萨尔茨堡红牛加盟多特蒙德，
所有人都知道大黄蜂只是他旅途中的
一站，还有更远大的未来在等着他，双
方甚至直接在合同中加入了一条将在
年夏天生效的，价值
万欧元
的违约金条款。
这一条款的存在意味着只要哈
兰德明年夏天想走，只要有买家掏
出
万欧元，多特蒙德就必须放
人。
从正常逻辑来说，哈兰德应该等
到明年夏天再转会，因为他现在的身
价远高于
万欧元，明年夏天转会
的话可以向下家要更高的年薪和签字
费。一方面是因为转会费低了，另一方
面则是因为届时肯定是买家云集，去
哪里完全由他说了算。
然而挪威球员偏偏反其道而行
之，虽然他现在并没有公开表示要转
会，但父亲和经纪人一起大张旗鼓地
跑去巴萨和皇马说明了一切，这不是
去谈转会难道是去谈感情的吗？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哈兰德想要在

今夏离开多特蒙德，前德国国脚哈曼
直言不讳：
“这种做法简直就是骑在俱
乐部头上，他和他的经纪人团队完全
不尊重多特蒙德，而且是发生在本赛
季最重要的比赛 （对曼城的欧冠四分
之一决赛）前，我无法理解多特蒙德的
软弱。”
更诡异的是，多特蒙德的反应同
样不符合逻辑。首先，就如哈曼指出的
那样，俱乐部态度太过软弱，体育主管
佐尔克将拉伊奥拉和老哈兰德的拍卖
之旅定性为度假：
“去地中海晒晒太阳
没什么大不了的。”
岂止软弱无力，简
直就是掩耳盗铃。
其次从俱乐部角度来说，既然哈
兰德已经铁了心要走，今年夏天将他
出售无疑是最符合俱乐部利益的选
择，而无论佐尔克还是一线队主管凯
尔，都明确表示多特蒙德不会在今夏
出售挪威前锋。
这是什么意思？多特蒙德宁愿明
年夏天以
万欧元的价格将哈兰
德出售？挪威前锋多留一年对他们有
什么好处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黄
蜂下赛季大概率无缘欧冠，留下哈兰
德稳赔不赚，就更别说留不留得住挪
威人的心了。

经纪人佣金限制重创
“吸血鬼”
拉伊奥拉之所以急着卖哈兰
德，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国际足联
对经纪人佣金的限制规定已经进入
最终审核阶段， 很有可能将在
2021-2022 ? 季 正 式 生 效 ， 这 对 向
来有“吸血鬼”之称的拉伊奥拉来说
是个巨大打击。
早在 2019 年年底， 国际足联就
已明确表示将建立一个经纪人监管
体系，对交易佣金设置上限，具体细
节也被透露的七七八八： 球员经纪
人只能收取交易三方（买家俱乐部、
卖家俱乐部和球员）中一家的佣金，
其 中 卖 家 最 多 收 取 转 会 费 的 10% ，
买家和球员收取上限为 3% 。
?于经纪人协会的强烈反对以
及疫情原因， 相关规定一直没有正
式出台， 不过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
个时间问题， 因为情况实在太恐怖
了——
—就在上个月月底， 英足总公
布 了 2019-2020 ? 季 英 超 俱 乐 部 支
付经纪人佣金费用数据， 在受到疫
情冲击， 英超整体收入爆减 10 ?英
镑的大背景下， 支付给经纪人的佣
金 居 然 从 2018-2019 ? 季 的 2.63 ?
英镑增加到了 2.72 ?英镑！
英超四强的态度冷淡， 这也是
原因之一，大家都在等靴子落地，都
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去当出头鸟花冤
枉钱。
而对拉伊奥拉来说， 虽然他一

直在放狠话， 说什么只要国际足联
敢给经纪人佣金设限， 他就一定会
去法庭起诉， 国际足联压根就不应
该存在之类， 但其实也就是过过嘴
瘾。
且不说法庭是否会支持经纪
人， 漫长的审理过程就够拉伊奥拉
受了， 他或许能拿出一两年时间来
和国际足联打官司，球员却等不起，
该转会还是要转会， 这也是为什么
之前他和巴内特 （贝尔等球员的经
纪人）联线直播时，两人都表示要在
—没准今夏就是他
今夏大干一场——
们能拿高额佣金的最后一个转会窗
口了。

豪门反应平平，
只有巴萨捧场
拍卖会效果如何？不太好。唯一表
现热情的是巴萨，刚当选的主席拉波
尔塔派了专车去机场接老哈兰德和拉
伊奥拉，然后在体育城亲自招待，双方
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长谈。
巴萨热情是真热情，也愿意加入
到这场拍卖中，唯独有个小问题，那就
是没有钱。西班牙媒体得到的消息是
拉波尔塔给哈兰德方面交了底，巴萨
现在穷的叮当响，更希望明年夏天完
成转会，请务必再等我们一年，
如果拍
卖会今年一定要办，巴萨会从自身实
力出发，努力提供最好的报价。
会谈结束后，老哈兰德与拉伊奥
拉直接乘私人飞机又去了马德里，结

果却碰了个软钉子，皇马主席弗洛伦
蒂诺压根就没见他们，甚至连俱乐部
二号人物桑切斯都只是礼貌性地欢迎
了一下而已，负责接待的是球探主管。
更绝的是，就在老哈兰德与拉伊
奥拉参观皇马体育城时，皇马已经给
这次会面定了性，通过马德里媒体放
风称皇马并没有邀请他们来，是老哈
兰德自己要来参观皇马体育城，所以
压根就没有什么转会谈判，单纯就是
球迷朝圣而已。
西班牙媒体表示皇马的冷淡态度
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弗洛伦蒂诺一直
都不喜欢拉伊奥拉，皇马队内也没有
他代理的球员。

其次，皇马今夏的主要目标是姆
巴佩，
哈兰德只是次选，
如果对挪威人
太热情，可能会让姆巴佩不开心。
最后，也是最让弗洛伦蒂诺反感
的一点，那就是他们是先去巴萨再来
皇马，给人感觉是手里已经有了巴萨
的报价，然后再来和皇马谈。
英格兰方面的反馈同样不够积
极。瓜迪奥拉直接就说了：
“今年夏天
我们十有八九不会买前锋，我们一线
队有足够的球员了，青年队也有不少
希望之星。”图赫尔认为哈兰德团队是
在搞拍卖，这同样不是什么积极的言
论，索尔斯克亚也表示很反感这样的
操作方式：
“我们更希望安静地做事。”

拉伊奥拉为自己口袋打小算盘
哈兰德今夏转会和明夏转会，对
谁来说差别最大？答案是拉伊奥拉，这
位大鳄经纪人也被认为是这场拍卖会
的最大推手。
对哈兰德自己来说，今年走还是
明年走其实差别不大，各有好处。今年
走能够早一年加盟顶级豪门，在更高
水平舞台上证明自己，但他现在毕竟
还不满 周岁，留在多特蒙德再锻炼
一年未必就是坏事，就像德国名宿克
林斯曼说的那样：
“他再留一年还能取
得更大进步。”
如果明年走，由于解约金条款仅
为
万欧元的缘故，哈兰德能够拿
到更好的合同，而就他目前的状态与

上升势头来看，只要不遭遇重伤，明年 “我帮你卖出高价，你给我佣金。”对买
家是：
“我帮你说服哈兰德签约，你得
夏天肯定还是大把俱乐部挥舞着支票
给钱吧。”最后成交价越高，拉伊奥拉
簿上门，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市场吸
赚得越多。
引力会减弱。
但如果哈兰德明年夏天才转会，
但对拉伊奥拉来说，情况就大不
一样了。以当年博格巴转会曼联为例， 那多特蒙德这边肯定是不会再给经纪
人佣金了，因为违约金已经定死，就是
法国人的转会费是 亿欧元，但尤文
万欧元，谁来买对多特蒙德都一
图斯只拿到了
万欧元，少掉部分
样，拉伊奥拉再巧舌如簧，也不可能让
中有
万欧元作为交易佣金给了
拉伊奥拉，
而曼联除了支付转会费外， 买家多掏一欧元。
而在买家方面，拉伊奥拉要价的
也给了拉伊奥拉
万欧元佣金。一
空间也会减少，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
笔交易两头吃，这位超级经纪人入账
掏
万欧元多特蒙德就必须放人，
万欧元。
那我为什么还要给经纪人一大笔佣金
如果哈兰德今夏转会，拉伊奥拉
依旧会采用这种模式，
对多特蒙德是： 呢，这些钱直接给哈兰德不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