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克汉姆·未来》
定价：45.00元
作者：（英）格温·罗素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公司

传记描述了贝克汉姆从出生
到退役的38年间大起大落的璀璨
人生；首次披露了贝克汉姆选择退
役的思想斗争和具体经过；完整记
录了贝克汉姆与辣妹维多利亚的
爱情经历。

小贝与辣妹：1997年的初相遇
精彩书摘

他们第一次真正见面是在1997年

3月。维多利亚对足球不感兴趣，但是

她的同伴“运动辣妹”梅兰妮·切斯霍

姆则热爱足球。这天梅兰妮决定和西

蒙·福勒一起到老特拉福德看球赛，当

维多利亚听说大卫也会上场后，她就

决定要和他们一同去。大卫是如何发

现他想见的人也在现场的呢？因为观

众中爆发出了一阵嘘声。大卫询问别

人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他听到了令

他欣喜若狂的事——辣妹组合中的两

位正在比赛现场。

“我跳起来问：‘是哪一个？’”大

卫回忆说，“但是没有人记得，于是我

只得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比赛

上。”比赛结束后，他们都来到了球

员休息室。尽管大卫非常渴望见到

维多利亚，但是生性腼腆的他差点就

把机会搞砸了。后来维多利亚回忆

起了当时的情况：大卫太害羞了，他

没 有 勇 气 去 接 近 他 渴 望 已 久 的 女

孩。最终还是维多利亚迈出了第一

步，她落落大方地走到大卫身边问：

“这场比赛感觉不错吧？”娱乐界的历

史就这样改变了。

……

从一开始，大卫和维多利亚就经常

要面临分离的情况。甚至在他们再次

重逢之前，维多利亚还要随辣妹们一起

到纽约工作。在这段关系刚开始时，大

卫和维多利亚之间最重要的纽带其实

是手机，因为在不能见面的日子里他们

只能靠手机保持联系。

很快，维多利亚就处理掉了一些

麻烦：她和她的男友斯图尔特·比尔顿

分手了。不过即使如此，大卫还是不

敢勇往直前。“前三次约会他都没有

吻我，因为他太害羞了。”维多利亚

说，“在我们第四次约会后，他终于

在我父母家中吻我了。”

一个贯穿这段感情始终的问题早

早就出现了——维多利亚的父母。维

多利亚家族的成员关系非常亲密，从

一开始，大卫融入亚当斯家族的事就

不是那么顺利，即使他们结婚后也是

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不融

洽引起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当贝克汉

姆转战到西班牙踢球时，维多利亚的

母亲杰基甚至鼓励她的女儿留在英格

兰，这很难算得上是一个好主意。

1997 年，关于这段关系的新闻不

可避免地流传开来。记者发现大卫和

维多利亚在一家夜总会约会，后来大

家才知道维多利亚已经带大卫见过自

己的父母了。“那个时候她感觉生命中

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杰基说，“她就好

像飘在云端，不允许我们说大卫的哪

怕一句坏话。”

辣妹的经纪人西蒙·福勒是最不

希望大卫和维多利亚的恋情曝光的

人。最初，福勒也希望可以通过他们

的恋情达到宣传的作用，不过福勒比

其他人更有远见，他预料到公众的反

应会太过于热烈。在查尔斯王子和戴

安娜王妃童话般的爱情破碎后，公众

的信念倒塌了，很明显他们需要看到

一对爱情美满的名人情侣，否则他们

可能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而大卫和

维多利亚的关系正好可以满足公众的

心理需求。结果正如福勒所预料的那

样，公众的关注甚至威胁到了这对世

界上感情最牢固的名人夫妇。

随着感情日渐升温，大卫和维多利

亚开始分享自己对另一半的感觉。“在我

们见面之前我就喜欢大卫。”维多利亚

说，“我并不是被他的名气所吸引的，但

是随着我们越来越了解彼此，我们发现

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我们同样有名，这

让我们更容易相互理解。我们过去常常

为了秘密约会而乔装打扮——戴上帽

子、眼镜以及穿着各种各样滑稽的衣服。

金球的魔力
□龚舜琦

书海畅评

英超联赛，是当仁不让的当今世

界足坛第一联赛。高速、激烈的竞技

画面，扎堆的球星名帅，这是人们对英

超的第一印象。鏖战正酣的巴西世界

杯上，总共736名球员中有119名球员

在英格兰的各级别联赛效力，其中有

101 人来自英超 2013/14 赛季的 20 支

英超俱乐部。《金球》，讲述的就是英超

足球和金钱的故事。

翻着书页，读者会慢慢开始感觉

自己有一点了解英超是如何一步步成

为第一联赛。这台当今足坛炙手可热

的商业机器，它的经营模式，它的传播

手段，它内部各势力间的勾心斗角争

名夺利，让足球这项全民运动，已经被

赋予了越来越多商业色彩。英超联赛

中的资本多元化可谓目不暇接，比如俄

罗斯资本的出现，被认为是“收买护身

符”的驱动；美国资本则更看重商业利

益；阿布扎比财团收购曼城，理由更加

特殊，那是为了树立本地区民族的国际

影响力。而新贵阿布扎比的挥金如土

的手笔更令球迷、分析师瞠目结舌——

即便是6年在斯坦福桥花了近7亿英镑

的阿布拉莫维奇，至少他的操盘手凯尼

恩，还有一个“切尔西在2010年经营持

平、2014年实现盈利”的经营规划，阿布

扎比却是纯粹不计成本的老板。

在这一切英超浮华背后，无一例外

都是腰缠万贯的富豪们的金钱和权力

的游戏，惟一有区别的就是，有些是还

算恪守规则的明君，而有些则是胡来一

气的昏君。作者在书中也表达了对金

钱足球的鄙夷，“投资足球，就别抱着商

业投资的回报设想。构筑足球梦想，就

必须认同那种足球包含的非理性情感

纽带。英超带给近五年新资本的直接

教训是，职业足球绝非赚钱机器。”

其实又何止是英超，现代足球发

展到今天，已经无法摆脱逐利的目的，

丧失了这一本质，足球运动发展的形

态就称不上是健全的，因为商业元素

才是保证体育产业发展的第一要素。

没有任何一个产业无关于经济。《金

球》给予读者这样的启示，英超的每一

次变革，不管是电视转播权出售、联赛

赛制改革、球场改造、球员买卖，万变

皆离不开一个“钱”字。

忠诚的拥趸也是英超的一个深刻

烙印，颜强在书中也用大量笔墨描写

了英国球迷这道独特的风景线：在英

格兰，对真正球迷的考量核实，大有

些身世查验的意味，摆脱祖辈父辈影

响，跟风追求强大俱乐部者，未必会

被接受为“真球迷”。哪怕在球迷这

一个概念的描述上，都有各种不同的

词汇进行分类：supporter，是最标准也

最正式的名词，支持者、真正的球迷；

fan，则属于带有些娱乐色彩的球迷；

spectator，就更是跟风观戏的娱乐看客

了。”但是无奈商业繁荣兴盛总不免

与丑陋并存，带给这些球迷的不仅仅

是欣喜，也还有许多的失落：喜爱的

球星却不能保证是“非卖品”，可能明

天就投入“死敌”的帐下；支持的主帅

只要与老板出现矛盾，就只能面临着

被爆炒走人的命运；曾经几代人一起

见证球队历史的球场，被陌生的现代

化球馆替代；甚至球队的经营权，也

早已不再是家族传承，随时随地都有

可能会易主。

此外这本书也加入了很多球迷感

兴趣的英超“八卦”，娓娓讲述明星球

员、神奇教练的轶事趣闻。当然，书里

一些偏专业的名词和术语会让人有些

头疼，不过这并不影响读者对英超这个

商业帝国形成一个大致的完整印象。

足球商业化的成功之处在于让这

项运动更加精彩，更加受人关注，更加

有魅力。虽然这一切都并非完美，但

这或许就是“金球”的魔力吧。

《金球——颜强眼中的英超帝国》
定价：38.00元
作者：颜强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一本对英超商业帝国背后故事进
行全景阐释的书。它更多地是从经济
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解读英超这台疯
狂的造钱和烧钱机器，有着眼于英超
历史和发展现状的面，也有审视英超
各大豪门经营的点。

我的世界杯故事
□黄健翔

书序拾贝

《你不是一个人世界杯》
定价：39.00元
作者：黄健翔
出版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从1978年夏天第一次通过一台7
英寸黑白电视机看世界杯，到1998年
第一次去法国在前方解说世界杯，黄健
翔用自己独特的体验品读着10届世界
杯。

1998 年法国，是我第一次去前方

解说世界杯，法国队夺冠后，香榭丽

舍大道百万人游行，当我看到凯旋门

上镭射灯投影上去的通天彻地的齐

达内头像时，脑子里浮现的却是罗纳

尔多的失常和失意。我心爱的巴西

又一次被命运捉弄，人生总是这么不

近人情。

2002年，我去了韩国，解说了中国

足球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场决赛圈比赛，

当时中国0：2输给哥斯达黎加。我清楚

地记得从汉城出发去赛地（好像是光州）

之前，同事满怀希望地问我中国队能不

能赢，我说，不输两个就不错，结果遭到大

家集体鄙视。等比赛结束我回到汉城新

闻中心时，大家都像不认识我一样，好像

不是中国队踢输了，而是被我说输了。

然后我又去了日本解说半决赛和

决赛，见证了罗纳尔多神奇的复苏和登

顶。然而，我最难忘的不是这些，而是

我在日本街头看到的城市密集建筑群

里保留的一块块中小学体育场，灯火通

明的夜间球场上，服装整齐、态度认真

的孩子们在上足球课。我知道，日本足

球从此不可阻挡了。

2006年，我本不想去德国，因为家

庭变故，想留在北京照顾女儿。但是领

导和同事还是坚持要我去前方解说。

关于这一个夏天，我的故事好像很多人

都有自己的版本，而且人们愿意相信自

己的版本。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

的了。在我看来，我不过是做了一个解

说员分内的工作，而且完成得相当好。

日后我总结回顾自己在央视解说的三

届世界杯，真心觉得，2006是我解说得

最好的一次。

2010年，我在新浪主持《黄加李泡

世界杯》，每个夜晚陪大家看球，热闹、欢

乐、轻松、愉快，算是换了一种方式，体会

了一把夜店狂欢美女帅哥集体消费世界

杯的感觉。人生如白驹过隙，从1978年

那个小小9英寸黑白电视里的世界杯开

始，到即将到来的巴西世界杯，竟然已经

是我的第10个世界杯了，竟然已经36年

了。

这就是我的世界杯故事。流水账。

但是我了解掌握的世界杯故事不

是流水账，这也是为什么在出了上一

本书《足球不是圆的》之后，又迅速出

了这本《你不是一个人世界杯》。奇文

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咱也赶个热闹，

借巴西世界杯到来之际，给自己、给球

迷朋友留一点资料看球用，装腔用。

（本文有删节）

本书是球王贝利人生感悟的精华，他把自己

的经验教训巨细无遗地传授给读者，以详尽的

细节与空前的坦率，同大家分享他那些令人鼓

舞的经历。

《贝利 足球之美》
定价：49.80元
作者：贝利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记录了瓜迪奥拉执掌帅印的三年来，巴塞

罗那俱乐部所经历的风云变幻，同时对于巴萨俱乐

部的黄金球员梅西、哈维、普约尔、佩德罗等也进行

了介绍，记录了他们是如何从一个个富有天赋的少

年逐渐修炼成一代足坛名将的过程。

《巴萨：世界上最伟大的
球队是这样炼成的》
定价：69.80元
作者：
（英）格拉汉姆·亨特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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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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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拾遗

本书不负责解释足球规则，没有技战术知识、

排兵布阵的臆想，更无意为各种争论增添陈词滥

调。这里有的是一个铁杆球迷最深沉的爱，飞扬

的青春，不忍回首的轻狂岁月，以及无数个欣喜若

狂或捶胸顿足的不眠之夜。

《生于午夜》
定价：36.00元
作者：张晓舟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谁是世界杯历史中的真正巨星？来自世界杯

八个夺冠国家的资深足球专家评审团，共同评选出

100位在84年的世界杯史上最伟大的球员。这是一

部足球史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几代人的激情记忆。

《世界杯100球星》
定价：55.00元
必途悦读工作室 编著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图说世界杯》
定价：95.00元
体坛传媒 著
出版社：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五百幅高清彩图呈现了1930-2014年间历届

世界杯精彩而刺激的瞬间，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世

界杯的发展及影响，呈现了一部精彩纷呈的世界

杯全家福。

编
者
按

又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又是一个多月的不眠之夜，又是一场全球狂欢的足球盛宴。无论是是上届夺冠举杯的
西班牙、潇洒飘逸的灵动之师阿根廷，还是底蕴深厚的东道主巴西、华丽细腻的无冕之王荷兰，都将在这个火热的初
夏，在那个属于勇者的绿茵场上一展雄姿、一决高低。

在熬夜看球的同时，我们不妨也看看那些关于足球的书。足球场上，我们看的是球星们的飒爽英姿、经典进球；
书中，我们则可以探一探球星背后的是非风云，想一想那些兴亡成败之后的深刻反思……属于世界杯的精彩，不止
在赛事直播中，也在文字的世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