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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队昨日又一次在美洲杯决赛中不敌智利队痛失冠军

4 次决赛 4 次亚军 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
梅西打失一粒点球，智利队昨
日通过点球大战 4 比 2 击败阿根廷
队，在美国百年美洲杯上捧杯，成
为自 1975 年以来第 4 支在美洲杯
上卫冕的球队。去年举行的美洲杯
上，就是东道主智利对阵世界亚军
阿根廷，当时两队也是在 120 分钟
内打平，结果智利通过点球获胜。
此前，阿根廷队在 2007 年美洲
杯决赛中负于巴西队，在 2014 年世

界杯决赛中输给了德国，在 2015 年
美洲杯决赛中又不敌智利队，连续
四次亚军，梅西都参与其中。昨日
赛后，29 岁的阿根廷队长梅西失望
之情溢于言表，他表示他将会从国
家队退役，
“ 国家队的生涯对我来
说已经结束了。这已经是第 4 次决
赛了。我努力了。这是我最想得到
的东西，但是我拿不到，所以我觉
得都结束了。无论如何，我射失了

那个点球。我想这（退役）对任何人
都是好事。首先对我是好事，其次
对所有人也是好事。我想有很多人
都希望这样，他们非常不满意。这
样的结果我们也不满意。我已经作
出足够多的努力。没有给阿根廷队
带 来 冠 军 ，我 比 任 何 人 受 的 伤 都
多。但只能如此，很不幸，我只能两
手空空地离去。
”
综合新华社

阿根廷队痛失冠军，
梅西痛苦地跪倒在草坪上

信和御龙山·一战成名欧洲杯

阿根廷别为梅西哭泣
□体育部评论员 江弋

嗤之以鼻。当深植于阿根廷国民性
中的民族自尊、自恋、自傲与对足
球的狂躁情绪纠缠在一起，所有的
山河故人都感到左右为难，举步维
艰。迪·斯蒂法诺 1956 年改变国籍
之后，阿根廷人很难对他说出这样
煽情的台词：这是你的家，你应该
有一串钥匙，
随时可以回来。
情感上的隔阂，或许是人世间
最无法推倒的一道墙。心理上的疏
远比地理上的遥远更难追赶。就这
样，梅西太委屈地失去了阿根廷，
阿根廷无痛感地失去了一尊神。
卡死忠的支持，没有这两派的保护
伞，
他等于丢失了两种信仰。
梅西在阿根廷还剩下最后一条
路可走：
团结穷人。
穷人是阿根廷的
探戈，在额头上就带着它初生的印
记：底层、苦日子。作为一个罗萨里
奥人，
作为格瓦拉的老乡，
他应该知
道穷人在整个拉丁美洲血管里的力
量。
阿根廷人深爱老马和里克尔梅，
背景里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同情与怜
悯，他们的父母一对生了 8 个，一对
生了 10 个，是穷困促使他们为博卡
的蓝黄色球衣卖命，糖果盒里全是
穷人的钻石。
梅西的家也穷，
但那是
相对于治疗侏儒症一个月需要 900
美元而言，他们能举家迁徙到巴塞
罗那，在 2000 年时的阿根廷，这就
是“炫富”，无奈也好，仓皇也好，梅
西从此找不到探戈的舞伴。
布拉特曾说阿根廷最后一位
足球巨星是迪·斯蒂法诺，这种说
法既让阿根廷人觉得荣耀，同时也

梅西与阿根廷的距离，
就是他与
马拉多纳的距离。
但两代巨人之间有
一点很相似，
那就是名声让他们摆脱
了贫困，
但最终还是让他们成为了囚
徒。
“不会退休”
的马拉多纳在数次生
命垂危惊险抢救之后坦白道出他的
心结——
“我渴望他们需要我”
。
梅西
想要的也是这种需要，
要不到之后的
沮丧落寞在昨天新泽西的大都会人
寿球场里都看得一清二楚。
梅西与马拉多纳的距离就是
一个乖孩子与街头霸王的距离。说
来好笑，梅西的国家队首秀居然 47
秒就因恶意肘击对手吃到红牌，他
开了一个“迭戈式”的头，但后来的
剧情却没有照阿根廷人熟悉又喜
欢的“肥皂剧”模式发展下去——
这种剧情正是加莱亚诺描绘的那
样：马拉多纳受人喜爱，不仅是因
为他常耍些惊世骇俗的花招，更是
因为他是一尊劣迹斑斑的神，有罪

过的神，众神之中最接近人的神。
每个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出或这或
那的人性弱点 ，至少是男人的弱
点：好色、贪吃、酗酒；习惯使坏、不
习惯诚实；喜欢炫耀、炫耀过头了
又不负任何责任。
2016 年，满脸大胡子的迭戈和
基恩依然是大哥，蓄意留了一脸胡
子的梅西和阿圭罗却无论怎么看都
还是像个假扮圣诞老人的孩子。这
个孩子也许还会回心转意，出征俄
罗斯世界杯和乌拉圭美洲杯，这个
孩子也许只是模仿当年迭戈搞世界
球员工会，率领国脚们向腐败糜烂
的阿根廷足协施压。
但有一点，29 岁的梅西当了然
于胸，那就是——比可卡因杀伤力
更大的是成功因，不管是尿检还是
血检，
都查不出这种毒品。
牵挂是最痛苦的部分 或许疼
痛的时候才感觉到爱 。梅西太内
向、太安静、太不善于表达自己的
内心。也许他一直被误解，也许他
从未曾远离过阿根廷故土——直
到今天，他的西班牙语总是吃掉最
后的尾音，就好像他从未在加泰罗
尼亚生活过 ，还是罗萨里奥的乡
音；直到今天，他标志性的进球庆
祝动作：胸前划十字，亲吻右手，然
后望向天空，两手的食指一起指向
天堂——还是是为了感谢没能活
着看到他成功的塞丽娅祖母。
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
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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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
子才是最匪夷所思的蛮荒故事，这
耗尽我这一生/触不到已跑开……
类故事会，在这个曾经最富裕的南
神是不会退休的，哪怕他再像
美国家从来都不乏听众——
个人。
肯佩斯，阿根廷足坛最著名的
这是加莱亚诺当年写给马拉 “春晚歌手”，一生就靠 78 年世界杯
多纳的，这也许正是梅西家国情仇
对荷兰那场决赛被膜拜，老马在自
的“断点”所在——在阿根廷人心
传中都将之称为“将阿根廷足球写
目中，马拉多纳是像人的神，而梅
入世界版图的人”。梅西至今都缺
西，只是像神的人，还是一个 99%
这样一场比赛，他只给《成都商报》
的加泰罗尼亚人。所以，他们朝梅
的摄影师留下了那张荷赛奖年度
西脸上吐口水，而把马拉多纳几十
最佳体育摄影作品。
年如一日的供奉在家里的神龛上，
卡尼吉亚，成败都在“风光”之
如同我们的关二爷一样。
中，他最聪明的是由始至终都傍着
数读新闻科学严谨，但不通人
马哥，直到那个长达 6 分钟的世纪
性。
梅西突然宣布自己的决定之后， 舌吻。梅西的个头跟阿圭罗、特维
铺天盖地的分析猜测都是阿根廷连
斯 差 不 多，不 用踮起脚 尖也够得
续三年倒在国际大赛决赛场上，23
着，但他们之间永远到不了那个程
年无冠的纪录在痛苦痛悲中继续， 度。谁是毒药，谁是珍宝，男人的好
这种苦悲终于让拥有 5 座金球和俱
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男人才知道。
乐部 28 冠光环的梅西万念俱灰。这
巴蒂，
阿根廷足球的九层妖塔。
样解读梅西的决定就算没有方向性
长相、
发型、
硬度、
火力、
品格都特别
错误，
也容易让梅西显得懦弱不堪， 满足阿根廷人对足球的异想天开。
像个逃兵——29 岁，不一定是一个
他在意大利和国家队太鹤立鸡群，
非要做出人生抉择的年龄，但绝对
所以很容易忘掉他在漂洋过海之前
到了必须承担责任后果的年龄。
也曾在纽维尔老伙计、
河床、
博卡留
下过足迹。
这又恰是梅西的空白。
时光是针，
感情是线，
在穿针引
奥特加，
身高仿佛梅西，
酗酒打
线之余，
我们所看到的梅西的泪，
不
老婆的实力仿佛老马，1998 年世界
是离这些冠军奖杯太远了，而是他
杯以侵犯范德萨收场，孰料十多年
离阿根廷人心目中定义的那尊神太
之后老马上任国家队依然给他一场
遥不可及了。这种心理挫败感比竞
比赛用于体面谢幕。
“小毛驴”毕竟
技成绩上的黯淡更加伤人。
是河床的王牌，
在阿根廷，
只要在河
床博卡镀过金，就手握一张免死金
阿根廷标准的“神”有一大半
牌。
这就像贝隆，
本来是大学生队的
都是无定向的丧心病狂者，经由他
魂，去桑普前一年也要去博卡转一
们口中讲出的那些阿根廷足球段
圈。
梅西身后，
从来就没有河床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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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发现癌症
1999 年 癌症复发
2001 年 发现骨转移
2009 年 患上脑阻病
2010 年 突发心梗
但他都挺过来了，75 岁的他还在散发生命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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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榛和老
伴重游杜
甫草堂

四次患癌，七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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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配音演员乔榛近日重游杜甫草堂，接受成都商报独家专访畅谈抗癌故事

乔榛：抗癌，最重要的是要心态好！

在译制片辉煌的年代，作为
幕后工作者的乔榛，是观众眼中
的明星，他磁性、极富个性的声音
随着《魂断蓝桥》、
《廊桥遗梦》、
《真实的谎言》、
《斯巴达克斯》、
《哈利·波特》等电影走进了千家
万户。不为人知的是，乔榛四次患
癌，七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口说话，声音洪亮又富有磁性。谁
又能想到，眼前健康、一脸笑容的
乔榛尽管四次患上癌症，用老伴
唐国妹的话来说，乔榛是七次和
死神擦肩而过，
“他太不容易了。”
1985 年，乔榛刚被任命为上
海电影译制厂的厂长的第二年，
被确诊患上了泌尿系统恶性肿
瘤，那一年，乔榛才 42 岁。第一次
患癌，老伴吓得哭了好几天，连乔
榛的老母亲都愁得面部神经麻
40 多岁第一次患癌
痹，一开始，家人还想瞒着他，但
聪明的乔榛还是从老伴和医生含
四次癌症都挺过来了
糊的对话中猜到了自己的病情，
75 岁的乔榛此次来到成都， “我明确给医生说，一定要给我说
是应市文联之约，来成都进行经
实话，我绝对配合治疗。
”
典艺术名家讲坛。忙里偷闲，24 日
乔榛回忆，那时他也非常痛
上午，乔榛和老伴唐国妹来到草
苦，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趁着还
堂参观。草堂对于乔榛来说并不
没死，那争取多配几部电影。在医
陌生，早在 08 年“草堂人日”活动
生为他全面治疗的日子里，他始
时，乔榛就曾和老搭档丁建华来
终保持乐观的情绪，积极地配合
过这里。出现在草堂内的乔榛尽
医疗。当时一位著名的泌尿科大
管坐在轮椅上，但气色看上去非
夫为乔榛做了肿瘤切除手术，效
常不错，即使不用轮椅，拄着拐杖
果良好。紧接着，又实施了放射疗
也能慢慢走，
“我走路还行吧？”他
法。最终，奇迹发生，原以为死定
询问记者，语气中透露着自豪。开
了的乔榛身体居然完全康复。

患癌经历

身体康复后的乔榛病并没有
闲着，甚至在手术后没多久就登
台参加了朗诵会。过度的劳累导
致病情复发。1999 年，乔榛在为电
影《再续姻缘》配音时，突然右腹、
胸口剧烈绞痛，去医院一检查，癌
症复发，乔榛再一次走上手术台。
乔榛回忆，第二次手术时，老伴又
哭了，虽然自己心里也在打鼓，但
乔榛还是故作轻松安慰老伴。
这一次的手术依然成功，乔
榛 坦 言 ，自 己 手 术 后 并 没 有“ 老
实”，开刀后 20 天、放疗还没结束，
他就去上海大剧院参演《唐宋名
篇音乐朗诵会》，
“ 当时觉得中气
还可以，又大意了，不去复诊，中
药也不吃。
”
2001 年，乔榛突然全身疼痛，
到医院一检查，是多发性骨转移
至腰椎，抽骨髓、取骨样、化疗、放
疗、服中药，头发纷纷脱落，但奇
迹再次出现。去年，乔榛又患上了
结肠癌。唐国妹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医生说，化疗和手术都没有什
么用，最终，乔榛通过吃中药和锻
炼，
再一次战胜了病魔。
责编 包程立 美编 欧鹏

抗癌秘诀

精神上一定不能垮
保持良好心态最重要
2009 年，乔榛几乎全年都在进
行大型朗诵剧《红色箴言》的巡演，
“几乎演了 100 多场，最终累倒了。”
唐国美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有一天
两人正在家里聊天，
聊着聊着，
乔榛
忽然左半身瘫软，家人立即把他送
去医院，当时乔榛左半边几乎完全
瘫痪，
“脸色很白，
半边脸动弹不了，
一度不能说话。
”
经院长亲自组织专
家参加抢救，乔榛最后被确诊患上
脑阻病。2010 年，乔榛又突发心梗，
经专家会诊、
抢救，
心血管装了两个
支架，
乔榛奇迹般挺了过来。
“他这个人就是闲不住，
老爱参
加活动，我都给他挡了好多了。”乔
榛的夫人唐国妹埋怨着丈夫，在唐
国妹看来，
丈夫正是因为太操劳，
所
以多次患病，
“乔榛就是闲不住，经
常告诉我，说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
年多贡献一些力量，用自己的经历
和故事感染更多年轻人，发挥一些

正能量，
他都是四处免费去讲演，
这
次来成都演讲，
也是分文不收的。
”
对于自己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的经历，乔榛淡然一笑，
“心态一定
要好啊。”乔榛说，自己首先不能精
神萎靡，
因为他看到很多例子，
比如
一些病人，
之前生龙活虎，
一体检说
得了癌症，
一下子精神倒了，
很快就
没有了。
“我明确给医生说，必须给
我说实话，
我完全配合治疗。
我的信
念就是，精神上一定不能垮。”乔榛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09 年心梗、
脑梗
时，
他半身不遂，
嘴都歪了，
“我脑子
里第一个想法是，我还能再上舞台
吗？
为了这个梦想，
我完全配合医生
治疗，加上每天掰腿、掰手、散步的
康复训练，
居然很快就恢复了。
”
在乔榛看来，一个人到这个世
界上，无非就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
“我努力过了，应该说达到了自
己的人生价值。
”
乔榛并不忌讳谈到
生死，
“我不能靠自己的意志去控制
自己的生死，
老天让你得这个病，
让
你活多久就活多久。所以我得趁着
自己活着的时候多发挥一点余热。
”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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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故宫的隐秘角落》在书坛大火

作者祝勇竟是四川女婿

近些年，
故宫一直是热门话题，
而祝勇
笔下以故宫为题材创作的系列图书卖得非
常火。这次新书《故宫的隐秘角落》是 5 月
中旬在各大书店上市，他十分意外的是上
货一周已经卖断货，
到现在一个月多，
一共
四次印刷，
销量超过三万。
祝勇除了是新散
文运动的代表作家还是故宫博物院副研究
馆员。
最近，
祝勇在中信出版社正式推出了
新书《故宫的隐秘角落》。
上周，
他就携新书
回成都了。为何说“回”？成都商报记者获
悉，原来祝勇还有一个“隐秘”身份——四
川的女婿。
祝勇和太太虽定居于北京，
却在
多年前在成都买房，
节假日时常回来居住，
他的多部关于故宫题材的作品，都是搜集
了资料后回到成都完成。
祝勇的故宫写作，从《旧宫殿》开始，
已经持续了十多年，2011 年，他读完博士
后，进入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上班。
作为“宫里的人”，他可以看到故宫的隐秘
角落。
《故宫的隐秘角落》写了 5 年，他笔
下的故宫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和命运的
起落，没有虚构的内容，却比小说更惊心
动魄。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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