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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离婚许多年了，去年终于

遇到了适合的伴侣，准备近期内
就结婚。在第一次离婚时，双方
对于共同财产的分配有很大的分
歧，花费了许多时间与律师费，
终于勉强达成了离婚协议。虽然
我对离婚协议的内容很不满意，
可是在衡量轻重后也就签字了。
为了不重蹈覆辙，我想和现在的
未婚妻签订一份婚前协议书。请
问婚前协议书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事项呢？

黄亦川律师回答：
婚前协议书是两人在考虑结

婚的前提下签订的协议，正式结
婚后方才生效。协议书一定要是
书面的，双方都必须签字。婚前
协议与一般合同不同的地方是婚
前协议书不需要互相提供交换条
件就可以生效了。

婚 前 协 议 书 的 重 点 大 致 如
下：

1. 有关任何财产的处分；无
论是婚前或婚后得到的，都可以
列入协议；

2. 可以在分居、离婚、死亡
或者任何事先约定的情况发生后
生效；

3. 唯一不允许的就是影响有
关于幼儿的被抚养权力；

4. 协议在正式结婚后生效；
5. 结 婚 后 只 要 双 方 签 字 同

意，可以更改或者取消婚前协议
书，同样不需要互相提供交换条
件；

6. 当然如果法官认为婚前协
议书的内容，从法律的角度来判
断，违反了良知良能，还是可以
下令不予执行的。

婚前协议书是一份繁琐、复
杂的文件。如果内容没有严格的
规定，就难免会留下许多漏洞，
到时又得对簿公堂，由法官来判
定孰是孰非，费钱费时。读者
如果觉得有制定婚前协议书的必
要，请务必咨询自己的律师（当
然最好是双方都分别有维护自己
权益的律师），协助自己制定公
平、严谨的协议，以避免日后遇
到执行的困难与争议。

附注：本法律信箱内容版权属
于黄亦川律师，没有黄亦川律师本
人的书面同意，不得转载或翻印。
本法律移民专栏信箱中提供的只是
一般性信息，不同于律师针对特定
客户的具体案件咨询所提供的详细
法律意见。读者如有特定法律案件
需要处理，请切记个别咨询专业律
师。本专栏作者与读者之间并不存
在律师与客户的关系。

法 律 信 箱

7月13日，举世瞩目的豪门盛宴——巴西世
界杯在历时一个月的争夺撕杀后，德国队举起大
力神杯为其拉下帷幕。

德国精彩表演征服世界
13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纳体育

场，德国队和阿根廷会师世界杯的决赛。两强相
遇，双方打满120分钟，最终德国队凭借格策在
第113分钟的破门以1：0获胜，历史上第四次夺
得世界杯冠军，这也是欧洲球队首次在南美洲举
办的世界杯中夺冠。25个比赛日，64场比赛，全
世界亿万球迷欣赏了精彩的巴西之夏。 

本届世界杯最大的赢家非德国莫属，“日耳
曼战车”连续四届杀入四强，在分别收获一个
亚军、两个季军之后，这次他们终于登上了世
界之巅。决赛的第88分钟，德国队换人，格策出
场，36岁的老将克洛泽被替换下场，他的世界杯
进球也定格在16个，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送
别这位参加了四届世界杯的传奇老将。此外，德
国门将诺伊尔获得金手套奖。 主教练勒夫表示，
夺冠是德国足球10年卓越工作的结晶，也是对他
们努力的最好回报。

从1930年的第一届世界杯开始，欧洲球队七
次作客美洲大陆，从未染指过冠军。而格策的破
门打破了84年的铁律，德国成为首支在南美大陆
夺冠的欧洲球队。能在足球王国连克南美双雄巴
西和阿根廷力夺大力神杯，德国人以无懈可击的
表演终让欧洲征服美洲。

 

世界杯故事会 梅西的笑与痛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会，有赢家就有输家，这

届世界杯，黑马特黑、巴西惨败、荷兰继续无冕
之王，都为世界杯丰富的故事会中，增添了难忘
的几笔。

亚军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同大力神杯擦肩而
过，但他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金球奖。可是，一
座金球奖杯难以弥补梅西无缘大力神杯的伤痛，
也同样难以诠释这位阿根廷队之“核”在本届杯
赛上的全部光芒。作为世界杯史上连续四场荣膺
当场最佳球员的第一人，梅西几乎是以一己之力
将阿根廷队送入八强，不过他离新一代“球王”
还有一个大力神杯的距离。

 时评

黑马届届有，本届的特别“黑”，中北美球
队哥斯达黎加就堪称巴西世界杯最大黑马，他将
最弱“鱼腩”演绎成杯赛冠军球队的克星，并
以“死亡之组”第一的身份晋级，最终进入八
强。哥斯达黎加是制造冷门比赛的球队，不过本
届的最大冷门并非出自他们。

东道主巴西队1比7不敌德国的这场半决赛让
人难以置信。巴西遭遇这样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锋线大将内马尔椎骨骨裂提前告别世界杯。
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超级新星、已打入4球
的金靴奖有力竞争者、球队进入四强已经能够感
受到大力神杯的光芒，22岁的内马尔已经站在了
本届杯赛的舞台中央。但哥伦比亚球员祖尼加击
碎了他巴西世界杯的梦想。更悲剧的是，他的缺
席导致了巴西队的彻底崩盘，在半决赛和季军战
中分别以1比7和0比3惨败于德国与荷兰，以14个
失球成为世界杯赛史上丢球最多的东道主，惨败
让亿万东道主球迷潸然泪下，就在巴西世界杯闭
幕仅几个小时之后，巴西足协13日宣布不再跟主
教练斯科拉里续约，斯科拉里正式“下课”。

“无冕之王”荷兰再次止步半决赛，这也让

他们成为最悲情的球队。在季军战的颁奖仪式结
束后，“橙衣军团”队长范佩西将铜牌摘下藏进
了袜套里，这一细节代表了橙衣军团所有将士的
失落心情。拥有“黄金一代”的“三叉戟”罗
本、范佩西和斯内德，有“战术大师”范加尔挂
帅，有最具攻击力的战术和最具激情的球员，荷
兰队在本届杯赛上迎来了获得首冠的最佳时机。
然而，半决赛倒在与阿根廷队的点球大战中，无
冕之王延续着无冕之殇。

 

通过数字看巴西世界杯
四年一次的足球盛宴落下帷幕，巴西世界杯

64场比赛一连串数据足以证明这是一届精彩的世
界杯。 

171粒进球
巴西世界杯的进球总数追平了1998年法国世

本报体育记者：雷震

豪门盛宴落幕 有人欢喜有人愁

界杯所创下的世界杯进球纪录。48场小组赛就打
进136球，接下来16场相对保守的淘汰赛和决赛
也打入35球。这一数据的诞生并非偶然，追求进
球的高效、速度、强度的防守反击和攻势足球开
始取代传控球战术，成为多数球队的战术首选。

两场失10球
要说谁是巴西世界杯最大的输家，不是西班

牙、意大利，当属东道主巴西。小组赛之后的16
场比赛之所以能打进35球，这完全归功于桑巴军
团。1：7惨败于德国，0：3又被荷兰血洗，巴西
队两场比赛就失球10粒，总失球数14粒成为32支
球队输得最惨的。巴西史无前例的惨败在于其人
才的断档，内马尔独木难支。

24年
德国1990年第三次捧起世界杯，当时的决赛

对手就是阿根廷。
16球
德国队半决赛对巴西，36岁的老将克洛泽

不但打进一球，报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一箭之
仇，16个进球还超越了罗纳尔多（15球），刷新
了世界杯新的进球纪录。

在前三届世界杯打入14球之后，克洛泽在自己
的第四次世界杯之旅中以36岁“高龄”攻入两球。 

10张红牌
巴 西 世 界 杯 不 但 赛 出 了 水 平 ， 也 赛 出 了

风格，32支球队只有10支球队各领到一张红
牌。2010年南非世界杯裁判共掏出了17张红
牌，2006年德国世界杯更是达到28张。

6球金靴
纪录终究会被打破。哥伦比亚的罗德里格斯

夺得金靴奖，这位足坛新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
一举斩获6球。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战成名的罗德
里格斯今年才23随，其前途不可限量。不过，最
有可能打破世界杯进球的还是德国人。1989出生
的托马斯穆勒在南非世界杯就以5球拿走金靴，
本届世界杯他再次收获5球，不到25岁的他如果
能再打两届世界杯，将会创造新的神话。 

3500万美元
世界杯冠军德国队赢得的冠军奖金数额。
3560万
在德国队7：1击败巴西队的半决赛中，社交

网络陷入“超负荷运转”，“推特”共更新的数
量是3560万条，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体育事件，创
造了纪录。

2018世界杯移师莫斯科
四年之后，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将移师地处亚欧

大陆的俄罗斯，2018年6月8日至7月8日，全部64场
比赛将在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索契、喀山、下
诺夫哥罗德、萨马拉、顿河畔罗斯托夫、加里宁格
勒、伏尔加格勒、萨兰斯克、莫斯科等11个城市的
12座球场进行，其中莫斯科有两座球场。

图为：国际足联公布2014年巴西世界杯专用足
球样品后，梅西展示新球。看他满脸遗憾与忧伤的表
情，似乎早已预料到了结局？（图片来源：中国文化
传媒网）

哭泣的巴西（图片来源：新浪体育）

6月17日，在福塔莱萨的大城堡球场举行的巴西与墨西哥的比赛中，墨西哥门将奥乔亚做出精彩扑救。（美
联社/摄影：Themba Hade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