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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大战今晚上演 “亚洲一哥”火线驰援

国足，当心孙兴慜
独家特约韩国驻伦敦记者揭秘“当今亚洲第一球星”如何一步步走向巅峰

没有父亲
就没有“儿子”

最近，韩国球迷对一事争论纷纷。
这起初源于英超讨论区中的一条话
题，写的是，“孙兴慜是不是英超有史
以来最好的亚洲球员？”下面有些英超
球迷回复道，“你没听过前曼联球星朴
智星吗？”

对于韩国球迷来说，这注定是一
个无解的话题。但有一件事情可以肯
定，现在孙兴慜的确有资本与朴智星
作比较了。朴智星是福格森爵士治下
曼联最伟大时代的球星，他现在仍被
认为是最伟大的亚洲球星之一。至今
为止，我随热刺东征西战三个赛季，写
过不少关于孙兴慜的专栏。但是这一
次，在亚洲杯中韩大战前，我想写写

“孙兴慜是怎样炼成的”。
“SON”是孙兴慜的姓氏，但是在

英文中，这个词汇是“儿子”的意思。的
确，孙兴慜的父亲孙雄正对于孙兴慜的
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这位
父亲，就没有今天的“SON”。

孙雄正也是一位足球运动员，上
世纪80年代曾经在城南一和、釜山现
代效力，但他的职业生涯似乎无甚光
彩之处，也因为跟腱的伤势在28岁就
退役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父亲早早
退役也帮助了孙兴慜的成长。不到30
岁就告别足球生涯的父亲将一腔热血

都寄托在年幼的儿子上，他开始专心
培养孙兴慜。

父亲三国学艺
独特训练方式让儿子球技大涨

为了给儿子传授更好的足球技
巧和理论，孙雄正前往西班牙、德国
和巴西等足球强国学习，学习他们是
如何教育少年天才的。在欧美求学的
历程中，孙雄正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足
球教学理论，他将足球基本功的练习
视作最重要的事情。他让儿子每天只
专注基本功，其他事情都无关紧要。
孙雄正这套理论在韩国显得相当另
类，当时大部分韩国青训教练都会走
传统培养模式，即“训练体能、强化意
识、多打比赛”。

而孙兴慜在8岁至15岁的期间，没
有踢过任何一场正式的比赛，这也是孙
雄正特意安排的，每天只训练小孙6个
小时左右的足球基本功。他让儿子明
白，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比不上学会如何
控制住球。现在，孙兴慜能够在英超强
手如林的赛场里，在门前冷静地抓住机
会，射门果断且控球能力都突出，这跟
年少时期打下的底子不无关系。

15岁时，孙兴慜加盟了K联赛劲旅
首尔FC的青训学校，但是没过多久，他
就去了汉堡，这里才是孙兴慜巨星之旅
的开始。

父亲孙雄正手把手把孙兴慜带出

来，他培养年轻球员的能力一度也受
到汉堡青年队的邀请，但最后孙雄正
还是谢绝了，或许他把所有的心思都
放在了儿子身上，以帮助孙兴慜能够
实现更大的野心。

韩国足协公费留洋
少年天才蓬勃生长

孙兴慜能去德国其实要感谢韩国
足协的留洋计划，2008年，他被选为

“韩国足协突出年轻球员”，然后被公
费送去留洋。也是在那一年，他随韩国
U17国家队参加了U17世界杯，在那届
大赛上，孙兴慜攻入了三个进球帮助
韩国队进入8强。从那开始，韩国球迷
认定孙兴慜将是“韩国足球的未来”。

孙兴慜当时在汉堡U19队效力不
久就展现出了惊人的能力，他在短短两
年内就被提拔进了一队。2010年10月30
日，他攻入了自己在德甲的第一个进
球，那是汉堡对阵科隆的比赛。那个进
球至今被球迷们津津乐道，不仅仅是因
为这是孙兴慜在顶级联赛的第一个进
球，还是因为进球非常漂亮。孙兴慜用
漂亮的动作过掉了对方门将，然后冷静
地推射空门得分。从那时开始，许多韩
国的专家和球迷们就对孙兴慜成为明
日巨星坚信不疑。这个进球也让孙兴慜
成为了汉堡队史上德甲进球最年轻的
球员，成为“传奇”的第一步，孙兴慜就
干得非常漂亮。

汉堡给了孙兴慜一份为期四年的
合同，首个赛季，他登场15次攻入3个进
球 。最 后 一 年 在 汉 堡 ，也 就 是
2012-2013赛季，他为球队攻入了10个
进球。在汉堡的四个赛季，他一共登
场73次攻入20个进球。当时，就有很
多欧洲豪门俱乐部希望得到孙兴慜，
比如曼联、利物浦、切尔西、热刺、多
特蒙德、勒沃库森等。孙兴慜最后选
择了勒沃库森。

伯乐相助挺过难关
他现在是亚洲头号球星

为了得到孙兴慜，勒沃库森花费
了1000万欧元的天价，当时也创造了勒
沃库森的队史纪录。他得到了球队的7号
战袍，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号码。
而在第一个赛季对阵前东家汉堡时，孙
兴慜就上演了帽子戏法。他在勒沃库森
日臻成熟。在那里的两个赛季，他一共
攻入了21个进球，贡献6次助攻。
2015-2016赛季时，孙兴慜决定去更大
的舞台，他加盟了英超劲旅托特纳姆
热刺。

来到热刺之后，孙兴慜遇到了职
业生涯里的第二个重要的教练，那就是
波切蒂诺。当阿根廷人还在执教南安普
顿时，就急切地希望得到孙兴慜。为什
么波切蒂诺如此看好孙兴慜呢？当然这
是因为孙兴慜在进攻线上全能的实力，
还有作为球员勤勤恳恳的态度。

孙兴慜花费了热刺2150万欧元的
转会费，因此无论是热刺球迷还是韩国
球迷都对他充满了期待。但是在热刺的
第一个赛季却是他至今为止最艰难的
一个赛季。环境变了，加上小伤不断，孙
兴慜的第一个赛季只贡献了4个进球1
次助攻。那个赛季结束后，很多人都在
说孙兴慜可能要被卖回德甲了。但波切
蒂诺阻止了这一切，他坚持相信孙兴
慜，并且对韩国人说，“你仍然在我的热
刺建队计划之中”。孙兴慜后来自己也
改变了主意，决定留在伦敦。

在热刺的第二个赛季，孙兴慜开
始持续不断地进球。他很快恢复了自
信，他的状态也迅速提升。在波切蒂诺
的改造下，孙兴慜成为了中前场的全
能球员，能够适应攻击线上的任何位
置。现在，他可以与哈里凯恩一起组成
锋线搭档，在球队阵型变化时也能帮
助防守。每个认识孙兴慜的人都承认，
他现在越来越成熟了，也越来越全面。

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2016-2017

赛季，孙兴慜在联赛攻入了14个进球，
所有赛事攻入21个进球。这是他职业生
涯的新高。随后一个赛季，他又分别贡
献了联赛12个和全部赛事18个进球的
数据。而这个赛季，即便刚开始几轮因
为亚运会而错过了，但是他至今仍有8
个进球进账。而且由于在2018年亚运会
带领韩国队夺得男足金牌，他也可以不
用服兵役了。这个事情曾是困扰他职业
生涯的最大问题。不用服兵役也让他精
神一振，这在他回到热刺的状态上也能
看得出来。以上就是孙兴慜的故事，但
这并不是全部。孙兴慜现在是亚洲头号
球星，并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亚洲历史最
佳球员。

一个进球改变一切
他能改变中韩之战的走向吗

最后这段，我希望着重写写2018
年世界杯韩国VS墨西哥一役。这场比
赛能够精确地反映孙兴慜为什么这么
特别，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名巨星。

很多人可能更记得俄罗斯世界杯
上孙兴慜对阵德国队的那个进球（因
为它击溃了强大的德国队），但是其实
对阵墨西哥的进球才真正改变了韩国
队，一切都要从那个进球说起。坦率来
说，孙兴慜在世界杯上直到那个进球
才真正进入状态。韩国队当时表现低
迷，饱受本国球迷批评，主帅申台龙一
时也难以想到办法。

但是，突然在那场比赛最后时刻，
孙兴慜在小禁区外围左脚破门。这个进
球非常漂亮，也给了韩国球迷希望，这
也是为什么韩国队能在最后一场比赛
击败德国队的最大原因。如果没有这个
进球的话，那次世界杯留给韩国球迷的
可能将是噩梦。

当他的球队处于危险的状况时，
孙兴慜是那个能够挽救一切的人。

这也是他厉害之处，让他成就了
今日之巨星。他本人相当地自信，但是
与此同时，却非常谦逊和阳光，对所有
人都非常友好。

这些特点、数据、纪录和故事都从
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籍籍无名的球员
孙雄正开始。他教育自己的儿子，“学习
足球一开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练好基
本功”。在孙兴慜的基本功练得炉火纯
青之前，他什么也不教给他。

而现在，韩国队在亚洲杯的表现
饱受批评，孙兴慜已经准备好了再次拯
救球队。今晚，他能成为主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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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撰稿
李圣模（韩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译

亚洲杯中韩大战今晚上演，
韩国头号球星孙兴慜打完英超
热刺VS曼联的比赛后，迅速来
到阿联酋与韩国队会合。今天很
有可能被派上场与国足PK！

1月9日，瑞士体育数据权威
机构天文台刚刚更新了全球球
员身价榜，孙兴慜以8430万英镑
身价位列第33位，成为唯一入围
这份榜单的亚洲球员。而在德国
转会市场网上，他的估价也高达
5000万欧元，他一人的身价，就
比此次亚洲杯包括中国队在内
的21支球队的身价都高。两份榜
单都显示，他是当今亚洲第一身
价球星。

26岁的孙兴慜是怎么一步
步走到今天？他的训练方式是否
有特别的技巧？这位亚洲球星的
旅欧之路是否对中国球员有借
鉴价值？《进球网》驻伦敦记者、
韩国人李圣模贴身跟随孙兴慜
征战英超已有三个赛季，他为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撰文、独
家揭秘这位亚洲第一球星是如
何炼成的。

一对孪生兄弟的传奇故事

1930 年，河南信阳的一户陈姓
人家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给哥哥
的取名为“陈佐华”，晚出生的取名
取名为“佑华”。兄弟俩长大之后都
成了作家，陈佑华的笔名叫白桦，陈
佐华的笔名叫叶楠。哥哥叶楠曾担
任电影《巴山夜雨》的编剧，这部剧
于 1981 年，斩获第一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这部电影插曲《巴山云》又是
出自白桦之手。

作家叶永烈曾评价，白桦的气
质跟叶楠全然不同。叶楠内向，拘
谨；白桦则外向，奔放。叶楠的生活
道路一帆风顺，而白桦则命运多舛。
叶永烈还回忆，1984 年中国作家协
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白桦与叶
楠都是代表，长得如同从一个模子
里倒出来，叫人难分难辨。“我细细
观察他俩，我发觉，叶楠虽然外貌酷
似白桦，但是眸子没有白桦那么明
亮，身材也更消瘦。”

兄弟俩的故乡河南信阳平桥
区，在当地建了一座“叶楠白桦文学
馆”，著名诗人，散文家，评论家邵燕
祥在为白桦叶楠文学馆所作的序言
中写道：“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始终
是他们置生死荣辱于度外的精神支
柱。同样是理想主义的情怀，让他们

拿起笔来，一生一世没有放下。”

白桦与妻子王蓓的感人故事

白桦的妻子王蓓是电影演员，
上世纪 50 年代，两人因电影结缘走
了一起，婚后，两人患难与共。白桦
在《守望底线》一文中写及晚年夫人
王蓓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病况：现在
她对所有年轻人都叫大哥大姐，有
时会把我误认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
亲，准确地说，是父亲和丈夫的重
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爷子”。

“我发现，如果说她已经完全失
智，是不对的。她有一根弦始终没有
被割断，那就是我和她之间那根弦。
我是她唯一认识的人，顿顿服药、吃
饭、喝水，都要让我首肯。‘老爸！这
能吃吗？这能喝吗？’每当我要外出
时，问她‘你在家休息吧’，她总是像
孩子那样回答我‘我不总是跟着你
的吗’，我只好带着她，即使是开会，
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颔首，一言
不发，谁都不会把她当做病人。”

王安忆：他希望世界变得更好

白桦创作的诗也曾搅动了一个
时代。诗人王家新说，白桦的诗，表
现了这个民族深重的苦难、创伤和
希望。他的创作，也总是能够“戳中”
人们生命中的痛点。

2009年，在白桦八十岁生日晚宴
暨新作研讨会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
席王安忆说：“白桦的理想是什么？大
约是一种希望，希望世界变得更好，
人变得更好。白桦的理想，还有一个
名字，就是青春。他追求的理想世界，
永远在无邪的青春生命之中。”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研究员刘澍
透露，他父亲与白桦老师是老战友，

“每逢到了上海，只要有时间，我就
会到上海他们家做客。我很欣慰，白
桦老师所有的著作我都请他签名题
字盖章。”刘澍透露，就在不久前，有
影视公司想拍摄《李白与杜甫》，“他

儿子说等白桦老师身体好点再跟他
谈，假如影视公司坚持拍摄，我会和
他儿子继续取得联系。”

峨影厂著名女导演陆小雅向记
者透露，白桦老师曾为她导演的《红
衣少女》写过评论，“据说他看过此片
后很激动。我和他不大熟，当时也没
有邀请别人写评论的习俗，他是作
家，诗人，也很少写评论。后来当我看
到这篇评论时，我十分感动，无疑这
是在众多对此片的评论中最有激情
的一篇……老师，诗人，一路走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张世豪

惊闻老乡白桦先生驾鹤西去，谨
以此文，以致悼念。

白桦和叶楠这对孪生兄弟，我
尚在家乡时就如雷贯耳了。白桦兄
弟俩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市，我们算
是老乡。1985年，我任潢川县文联主
席后，希望家乡的文学事业能得到
白桦的眷顾。于是，我就联系白桦，
请他给县文联主办的铅印小报写幅
报头。没有多长时间，白桦就寄来了
他题写的报头。

再后来，我到武大读书，本来有
机会谋面，不巧这年白桦转业回到了
上海，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相见。1999
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计划给白桦出版
一套文集。当初，我们没有打算能从这
套书里为出版社赚到多少钱。我们只
希望通过集中展示白桦一生的文学追
求，勾勒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纪录一个时代文学曲折前行的轨迹。

《白桦文集》由小说编辑室主任
秦文仲担任责任编辑。秦文仲专程去
到上海，与白桦讨论编选体例。热情的
白桦，为我们找来全上海的优秀作家，
希望他们也支持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工
作。《白桦文集》共编选了四卷。囊括了
他创作的
长 篇 小
说 、中 短
篇 小 说 、
散 文 、剧
本 、诗 歌
的重要作
品。其中，
有他那部
引起争议
的电影剧
本 《 苦
恋》。文集
出 版 后 ，
秦文仲陪
着 白 桦 ，

在成都举行了一次签名售书活动，十
分顺利。

后来，我们与上海书城联系，组
织白桦在上海做一次签名售书活动。
那天清早，我与发行的同志很早就来
到书城迎接白桦。这是我第一次见白
桦，那年他已经将近70岁了。白桦微
笑着认真地为每一位读者签名，与他
们交流。有些热心的读者，自己带着相
机，要求与白桦合影。

尽管白桦一生坎坷，他在晚年还
是赢得了人们的尊重。2013年，《十月》
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的时候，通过编
辑、网络和专家等诸多环节评选出一
批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
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2017年5月24
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在北京电影学
院礼堂召开颁奖典礼，向白桦先生颁
发第三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

白桦，我的老乡，你是不幸的，但
你又是有幸的。在你有生之年，已经看
到了时间老人的回答。你文学的生命，
正像和你同名的树那样：秋天到来，绿
叶会转黄、飘落，但到了春天，挺立在
北方大地上的白桦，依然会开枝散叶，
泛起青春的光芒。 （原文有删节）

专栏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白桦昨日去世——

他追求的理想世界
永远在无邪的青春生命之中
昨日凌晨，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白桦在沪去世，享年

89岁。白桦在长篇小说、诗歌、剧本、散文、中短篇小说等各体裁均
有建树，其中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
烂》《孔雀公主》已拍摄成电影。

2017年，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在北京电影学院礼堂召开颁奖典
礼，向白桦颁发第三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颁奖词写道：“他
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剧作家。他是新中国成立后诗化电影的倡导
者和追求者。他的电影创作中，渗透着浓浓的诗意；他的人生履历
中，流淌着光影的故事。他坚持原创，坚持文学道义与独立表达，即
便为此曾遭受不公，也从未改变立场……”

不幸的白桦
其实是幸运的

□ 周百义（出版人、作家，曾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

国足昨日轻松备战

孙兴慜的进攻火力十分强大

白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