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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门江津出狱 告诉儿子这4年去哪了
他因打假球入狱，年幼的儿子一直以为他在国外踢球

以受贿罪入狱的前国门江

津在2015年底出狱了。他曾与足

协副主席南勇一同被关在燕城

监狱。

出狱

回家半个月后，江津决定告

诉儿子：“消失”的这四年两个

月，自己到底去了哪。

儿子曾经问妈妈徐冬冬，或

者爷爷江永林，又或者二伯江

洪，他们会说，你爸爸在国外呢，

在国外踢球，因为保密、因为路

途遥远，所以不能回来，不能见

面，也不能主动给他打电话。

每月一次，江津会打来电

话，孩子的妈妈就大喊一声，“爸

爸从国外打来电话啦。”

“我走的时候，他才不到 5
岁，他只知道我原来是踢足球

的，其他的没有概念，家里人都

没和他说。”江津告诉记者。这

天，江津把已经10岁的儿子单独

叫到一边，打开电脑，一边说，一

边搜索关于自己的报道。

能搜到关于江津的报道有

51 . 8万条，内容五花八门，随便

点开一条，他的儿子都会看到，

父亲不是一个普通的“踢球的”，

而曾属于中国最优秀的足球运

动员之列：两届亚洲最佳守门

员，2002年日韩世界杯，镇守“国

门”的人，新世纪头一个10年，中

国最具知名度的足球英雄之一，

他身高1米98，也是中国守门员

中最高的。

他看着儿子盯着屏幕，眼睛

越睁越大，“他想不到我原来这

么有名。”

然后，江津告诉儿子，不在

的这段日子，自己在监狱里。

网上搜到最早的一条关于

这方面的报道是2010年10月17
日，哥哥江洪在弟弟41岁生日这

天向媒体证实，江津已经被警方

带走，“协助调查”。

彼时，中国足坛8·25“反赌

扫黑”风暴已持续一年，被风暴

扫落的，有曾被称为“金哨”的裁

判员陆俊，也有两任中国足协的

专职副主席南勇，江津曾经的球

队、天津泰达的总经理张义峰也

在被刑拘之列。

回忆

江津记得，那天早上，他将

儿子送往幼儿园后，开始心神不

宁。他退役3年了，但还隐隐感到

了风暴临近的危险，他给好久没

联系的申思打了电话，后者既是

他在上海踢球时的队友，也同属

踢入世界杯的“龙之队”。申思没

接电话。

一个忐忑的上午过去。下

午，申思回了电话，“上午专案组

在找我谈话，我都说了。”

申思的电话不久，下一个电

话就是公安部足球反赌扫黑专

案组。江津被要求前往北京天坛

附近的一家宾馆，当晚，他就坐

在沈阳看守所，一把铁椅子，双

手被铁扣固定在把手上，双脚也

被铁板固定，动不了，也睡不着。

第二天，提审的人说，江津，回忆

一下2003年甲A联赛最后一场，

上海中远对天津队的比赛。

回忆并不难，这是甲A十年

江津最难忘的一场球赛，那场比

赛，他连失两球。一次主动出击，

他被对方吊门成功，这并非他一

贯的风格，“我比较稳重，因为我

没有绝对的把握，我是不会出击

的。”最终，他所在的球队落败，

失去了获得冠军的机会，而对

手，陷入降级边缘的天津队则成

功保级。

赛前，申思找他“放水”时，

他默认了，“这个人情我要还。”

当年，他在国家队打比赛手指骨

折，回到联赛状态不佳，老东家

天津队一直让他上场，他才得以

恢复状态打上世界杯。赛后，一

位中间人给江津、祁宏、申思、小

李明一人一个行李箱，里面装了

200万现金，“我真的不缺钱，我

在上海，一年是240万，比赛奖金

一年也有400万，真的不缺钱。”

江津告诉记者。

“把 2 0 0 万退回去就行了

吧。”坐在老虎凳上时，江津琢

磨，那笔赛后得到的“贿金”一直

放在家里，直到退役都是他的心

病，既不敢交出，也没花过一分。

庭审现场，前队友申思、祁

宏都请律师做了有罪辩护，江津

和小李明没有请律师，而由法庭

指派了法律援助律师，“结果不

重要了。”江津认了，他看上去老

了许多，满头白发。

2012年6月，前国脚申思以

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被判刑6
年，江津、祁宏、小李明被判处5
年6个月，没收800万贿金，各罚

款50万。

2013年，江津的名字出现在

足协最终的处罚名单内，他被终

生禁止参加足球活动。

铁窗

江津的哥哥江洪已经49岁，

胡子花白，右腿膝盖松松垮垮，

那是运动生涯留下的后十字韧

带断裂后遗症，坐在滇池旁的春

日里，他告诉记者，弟弟江津那

年还有两年就退役了，他为弟弟

惋惜，也感叹一个球员是无力抵

抗恶劣的大环境的。江洪也曾是

一名出色的职业门将，因拒打假

球被迫退役，“你要在足球圈里

混，你咋办？”

不止一个人问过江津，那么

多球员参与假球，只有他进来

了，冤不冤?他后来想通了，自己

做的事情自己认，“我们比较有

名吧，影响比较大，其他打假球

的没有我们有名。”

监狱里有果园和菜地，他在

里面种卷心菜、种桃树杏树，同

样在种菜的，还有当年的足协副

主席南勇。江津是监狱里的名

人，一些球迷犯人会慕名和他打

招呼。原本，囚犯们也踢球，有时

候让他指导指导。

监狱举办篮球赛，江津第一

年参加，优胜者可以获分减刑。

他运动员身板，占尽优势，后面

几年，他不再参加，将减刑的机

会让给其他人，“有些东西，你得

让给别人，不能什么你都占着，

是不是？”这是江津的生存之道。

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在监狱

这样自如地生存。刚进来时，江

津也失眠、想不通、恐惧，“你要

是说判个几个月、半年、一年的

话，那还行，5年半，说不着急，能

不着急吗？”听到判决时，他不敢

想象——— 5年半，5年半怎么过？

最痛苦的时候，曾偷偷哭过一

场，失眠就整宿整宿地听收音

机。

启蒙教练刘国江来监狱看

他，江津记得是2013年最后一

天，他和刘指导相对而坐，好多

年没见了，却是在监狱里，不知

道该说什么，只好没话找话，“您

头发白了。”

刘国江说，你也白啦。

2015年12月1日，北京一个

重度的雾霾天。因为在狱中表现

良好，江津减刑8个月，提前出狱

了。他的妻子和父母满心欢喜地

在冬日里等待着他。

假球

江洪第一次碰到假球是在

深圳。有一天，父亲江永林接到

江洪的电话，下午的比赛就要开

始，江洪却说，教练在赛前告诉

他，这一局放一放，他问父亲，怎

么办？

“我当时就问他，你态度怎

么样？他说我没有同意，我说这

就对了。”

江津对假球也不陌生，1995
年甲A，八一对四川全兴队。最后

8分钟，四川队的队员见迟迟进

不了球，对八一队的门将江津大

喝一声：“江津，他妈的只剩8分
钟了”，随后，全兴队一个头球，

滚入江津的腋下，“对方要保级

嘛，让帮帮忙，能不帮吗？”江津

老实、重义气，“默契球”是那个

年代的潜规则，自己不过是配合

执行。

不配合的也有，郝海东就曾

告诉朋友，某一年某场球，“八一

队说这一场不许进球啊，我根本

不理，我照样进了一个。”曾有圈

内人感慨郝海东是“独狼”：“为

什么是独狼啊？没有人缘啊，你

最后不同流合污，咱不说‘污’

了，你不跟他们这样，那你最后

就是独狼。你郝大炮，到现在，哪

个待见你？因为你在规则之外。”

甲A十年，中国足坛一直笼

罩在假球和赌球的阴影中，足球

成了官员的政绩，赌徒的摇钱

树，成了一部分球员和裁判员先

富起来的工具：最经典的一场比

赛，好事者事后看了无数遍录

像，发现球就是守门员自己拨拉

进去的。

刘国江离开八一队后，执教

过几支地方球队，他发现自己无

法掌控球员，“比如说这个球员

防守很强，那么比赛时，我就交

给你这个任务，我说小张，今天

你看这个8号，你不要离开他太

远，只要他有球，你就上去，讲得

好好的。又或者对方是右边锋，

你是个做后卫的，你就看好他的

右脚。分别都讲好了。到场上不

是那个情况，你也不看这个8号，

他也不防那个右边锋。”2002年，

刘国江离开职业足球，他说，自

己有些心灰意冷，现在，他在青

岛专注青少年足球。

假球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

来自高层授意，有的是球队之间

的交易，有的是受控博彩中心，

有的是来自教练和球员个体。假

球最猖獗的时候，江永林突然在

报纸上看到，江洪所在的陕西国

力发不出工资。老两口飞去西

安，儿子告诉他们，自己被拖欠

了130万。江永林去给儿子讨薪，

但对方就是说没有钱。

陕西国力的总经理王珀在

足坛有着“通天教主”的称号，后

被判定是中国足坛参与赌球、假

球最多的人物，于2012年入狱。

一次赛前会上，江洪被公开训

斥，“江洪，挡别人什么路也可

以，就是别挡别人财路。”

2003年因为不打假球，江洪

被限制上场，最终失去了出场资

格，不得不提前退役。退役后，江

洪一度消沉，沉迷冰毒，体重飙

升，甚至有轻度的思维障碍。

退场

“在那个绿茵场的一片乱象

当中，江津走了这条路(假球)，江
洪是抵制打假球的，但是也没有

好结果呀。”在上海家里，江永林

一边说一边点燃了一支烟，他感

到自己为中国足球所做的一切

几乎都毁于一旦,“原来谈到怎么

培养孩子，心里是很自豪的，现

在有时候也不愿意多谈了。”

自从江津进监狱后，母亲赵

桂英天天以泪洗面，几年哭下

来，右眼球后面的视神经上长了

一个1cm×1 . 5cm大小的肿瘤。

“江津就是太老实了，他从小离

家不在我们身边，对社会上的险

恶不清楚。”

最得意的弟子相继黯然离

开了足球，启蒙教练刘国江感到

非常遗憾：“非常可惜。在当时来

讲，他们兄弟两个人都是到达了

中国足球守门员的顶峰。”

去年出狱后，江津恢复了每

周一次和“梦舟明星队”的足球

赛，白岩松、景岗山、聂远、郭涛，

一群中年大叔的足球游戏。江津

不守门了，他踢前锋。即便被禁

止 从 事 足 球 ，但 他 还 想 着 足

球——— 开一家青少年的足球训

练营，像他当年受训一样，培养

孩子们。 据《人物》

送孩子去美国读书
这是又一场“大跃进”

今年2月，轰动一时的美国加

州中国留学生欺凌绑架案宣判。所

谓的“恶作剧”换来最重量刑——— 3
名被告翟芸瑶、杨雨涵、章鑫磊分

别被判监禁13年、10年和6年，刑满

驱逐出境。

庭审中，律师当庭宣读了被告

之一杨雨涵的一份声明。杨雨涵反

对父母送未成年孩子来美读书,“父

母出自好意,但他们该醒醒了。孩子

独身在外而没有人管束,拥有太多

的自由,这是造成灾难的原因。”

4月21日，被告之一的章鑫磊在

狱中首度接受采访，直言“当时父母

不在身边，想干什么都行。”与章鑫磊

的懵懂相比，其父的反思更深刻：“富

裕的中国人一心送孩子去西方国家

学习，这是又一场‘大跃进’”。

低年龄的留学生，缺乏自我管

理能力，像断线的风筝被“空降”到

异国他乡，人们称他们为“降落伞

孩子”。和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留学

生不同，他们不再怀抱救国和报国

的志向以及自我实现之心，很多只

是父母意志下的遵命留学，和中国

教育环境下的被迫出走。

一起青春期的留学生酷刑绑

架，给“降落伞孩子”敲响了警钟，

也勾勒出全球化时代中国孩子的

另一种可悲命运。 据《成都商报》

给儿子拍生日照
这位妈妈坚持了25年

“出生照、小学生日照，当兵生日

照……”替孩子照生日照，可能很多

母亲都做过这件事，但一坚持就是25
年，不一定每人都会坚持。4月26日，

重庆永川市民王菊提到替儿子照生

日照这件事，她显得无比自豪。

25张略微泛黄的照片，将儿子

的成长足迹演绎成一部电影，故事

里充满温情和感动。去年11月23
日，王菊在儿子婚礼上，首次将这些

照片给家人和来宾分享。不仅一对

新人感动得泪流满面，就连参加婚

礼的宾客，也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用照片留住成长的瞬间，用变

化见证孩子的成长。”在王菊看来，

财富是次要的，光阴才是最重要的。

据《重庆晨报》

男子喝醉掉河里
收养的流浪狗救了他

梁先生因为醉酒，不慎掉进了离

家不远的小河中，失去了意识。让他

没有想到的是，生死关头救了自己性

命的，竟是自己收养的流浪狗“花

花”。

4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家住临

海市古城街道两水村的卢先生正准

备出门，远远看见一条狗朝他奔来。

卢先生认出，这是贵州老乡小梁收养

的流浪狗“花花”。“我时常会到小梁

那边坐一坐，跟这只狗挺熟的。有时

候在村子里碰到，它都会摇着尾巴跟

着我走一段路，很亲热的。”

但这次，“花花”的表现有些异

常，“它看起来很慌张，在我边上不停

转来转去，还呜呜呜地叫。”卢先生告

诉记者，“花花”在他身边转了几圈

后，突然开始往几百米外的梅山码头

方向跑，“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跟上

去，发现了躺在水里的小梁。”

据《钱江晚报》

2015年12月1日，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江津减刑8个月，提前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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