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好汉三个帮 国足挺进12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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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叫男儿有泪不

轻弹，但是2比0战胜卡塔尔之后，

高洪波率领国家队众将士让全中

国的球迷都掉下了眼泪。西安，福

地；于大宝，福将；蒿俊闵，被佩兰

弃用后又被高洪波重用的宠儿；

国家队，一支一直被人痛骂但在

2016年3月29日终于站起来的球

队，终于让球迷们流下的眼泪由

苦涩变成了欣慰。虽然进入亚洲

区12强还不能与进入世界杯决赛

圈画等号，但是这样的国足，让

之前所有的不快瞬间翻篇。

出线了

该去感谢谁的厚爱？

如果拿国足出线的事情来

论功行赏的话，那么我们应该

去感谢谁？当然，这样问题的答

案自然是众说纷纭。

有球迷说要感谢高洪波。的

确，无论是高洪波本人自诩的再

次毛遂自荐当选国家队临时主

帅，还是外界所传高洪波不得不

接受佩兰留下的烂摊子，国家队

的主帅终于由“洋”改姓了“中”。

和法国人浪漫动辄许诺要在剩下

的比赛里全胜一样，高洪波也提

出了在自己接手最关键的两场比

赛里要拿下6分，但是吹牛和豪言

壮语的区别就在于结果，从这点

来说，高洪波属于后者。于是，人

们现在看到的，是从高洪波上任

以来，黄博文、蒿俊闵等技术型球

员不仅重新入选国家队，而且还

受到了重用；球迷们体会到的，是

武球王原来怎么都不进球，现在

硬生生让对手防不胜防，这一切，

高洪波在10天之内都完成了。

有人觉得要感谢“钱”，若不

是因为钱，中超不会拥有如此高

的吸引力，也不会引来如此多的

外援。在这些外援的带动下，本土

球员的身价就如同火箭一般向上

蹿。但更重要的是，在中超混迹的

外籍大牌在关键时刻又救了中国

队。卡希尔的高光时刻，使得澳

大利亚血洗了对手，这样的结

果，也在某一程度上归功于中

超的“培养”。

还有一种观点，是感谢对

手，卡塔尔虽然在赛前放出豪

言称并不把比赛当成友谊赛，

但是无论从主观轮换还是客观

伤病停赛，卡塔尔本次派出的

首发与上一场战胜香港时的先

发换了8人之多，可以说卡塔尔

用2队去踢背水一战的中国国

家队，已经足够给了我们一个

台阶下。

路还远

何时才能打破轮回？

从高洪波1 . 0时代开始，土

帅、洋帅、土帅、洋帅，这样的来回

交替使得国家队已经疲惫不堪。

只有在国际比赛日或者是重大赛

场上，球迷们才能真的抛开地域，

同仇敌忾。好在，黑色三分钟、大

连金州不相信眼泪的事情，没有

再次上演。

不过从40强、20强到现在的12

强，国足也仅仅是完成了

三分之二，冲出亚洲之前

面对的最大BOSS，即将

“闪亮登场”。太极虎、澳洲

鼠、西亚狼，这些虎视眈眈

的球队早已经盯上了国家队

这块肥肉。

“中国足球的未来还有很

长一段路要走，这需要大家的

共同祈祷”，这是高洪波在对阵

马尔代夫前的话语，在当时想

想可能是为了应对媒体的敷衍

之词，但现在看来，的确是本土主

帅的肺腑之言。有

媒体同行说得好，

现在也仅仅是个

12强赛，要吹，等着

杀入世界杯决赛

圈再说。只是不知

道，这样的轮回什

么时候才能

打破。

关于这一方面，史家已有所论证。多

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方式，

凡进步人物说的话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说

的话都不可信。实际上，历史是极为复杂

的。进步人物可能说假话，反面人物也可

能说真话。一切史料都必须经过考证和检

验，否则，我们就可能被虚假的东西牵着

走，陷入迷宫而不能自拔。

戊戌政变后的维新党人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唐才常致宗方小太

郎手札一通，为中华书局版《唐才常集》所

未收，迄今尚未有人论及。它为研究唐才常

和自立军起义提供了新资料。

函称：

执事前日驺从往汉，匆匆未及拜送，至

以为歉。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

野桔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

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

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

章。顷悉白岩、荒井、宫坂诸君，皆于日内来

汉，妥商一切。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

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挟一必行

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

(下略)

末署“小弟唐才常顿首。华十月十九

日”。

宗方小太郎，号北平，日本肥后人。

1864年生。年轻时从学于军国主义分子佐

佐友房。中法战争期间到中国。1890年接

受日本海军部任务，在中国收集情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化装潜入威

海卫、旅顺两要塞刺探。1898年在汉口经

营《汉报》。同年归国，发起组织东亚同

文会。1899年，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
漫游欧美后，便道访华。10月25日，抵达

上海。27日，从上海出发赴汉口，宗方小

太郎随行。

函云：“执事前日驺从往汉，匆匆未及

拜送。”本函作于1899年11月21日(光绪二

十五年十月十九)，可知唐才常当时在上

海。”

函中所言沈君愚溪，指沈荩，湖南长

沙人。戊戌变法时即与谭嗣同、唐才常交

往。1900年2月，在上海与唐才常共同发

起组织正气会(旋改称自立会)，任事务

员。同年7月，参加在愚园召开的国会。

后被推为自立军右军统领，在湖北新堤发

难。

林君述唐，指林圭，湖南湘阴人。长

沙时务学堂学生。戊戌政变后留学日本。

1899年冬归国，参加组织正气会。1900年
在汉口组织自立军机关。8月被捕，22日
被害。田野桔治，一作田野桔次，日本

人。

唐才常等创立正气会时，对外托名东

文译社，即以田野桔治为社长。后来，他

又出版《同文沪报》，为自立军作鼓吹。

唐才常与宗方小太郎相识于戊戌政变

之后，二人曾和康有为一起，在日本商量推

翻西太后统治的起义计划。宗方小太郎

1898年10月31日日记载：

与柏原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

〈南〉学会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

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兵并兼请声

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称：日本政府

决不轻易出兵，但如时机到来，不求亦将提

供援助。

陷入迷宫而不能自拔 确保国宝文物无所遗漏

“我看，在文物挑选过程中要掌握三条

标准，一是真品，二是精品，三是孤品。”

庄尚严科长接着说出了他想到的具体

要求。

此话一出，大家嘤嘤嗡嗡地议论起来：

“真品？故宫里哪里会有赝品？”

“精品当然要，孤品更重要。”

“难说，精品不一定是孤品，孤品也并非

全为精品。”

“很难定具体标准，只能在挑选时尽量

选好的呗。”

……

听着大家的议论，马衡说：“各位讲的都

有一定道理，很难确定一个统一的具体标

准，关键在于实际把握。各展览室的文物都

是精选出来的，除少数留作展览之用，全部

装箱。库存文物和各宫文物当精心挑选，确

保国宝文物无所遗漏。”

会上马衡宣布成立一个文物挑选组，

指定欧阳道达、庄尚严、那志良、吴玉璋

等四位中年专家，分别负责青铜器、玉

器、瓷器、书画等挑选工作；青年馆员高

茂宽为专家助手负责组织协调，并抽调一

批工友和北京大学实习生参与到文物挑选

工作中来。

文物迁移的准备工作迅速在故宫博物

院内秘密而紧张地开展起来。

相对来说，图书馆、文献馆的挑选和装

箱比较容易，而古物馆的有关工作则复杂得

多。

高茂宽的专家助手工作很繁琐，要协调

方方面面的关系，忙得不亦乐乎。这天他跟

着四位专家，带着大家先到承乾宫去挑选青

铜器。快到承乾宫时，听见有人在后面喊道：

“高茂宽！高茂宽！”

大家回头一看，见是一个女生在追过

来，便站在那里等着。

女生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也不顾周围

这么多人，大声说：“高茂宽，你不认识我啦？

我叫周若思。”

高茂宽上下打量一番，摇摇头说：“我不

认识你。”

女生美丽的脸庞一下子红了起来，睁着

大眼睛，眼睫毛忽闪了两下，颇为失落地说：

“当初你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我还为你提过

毛巾、领过掌呢！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哦，怎么我没有印象呢？”

“那时你是大名鼎鼎的学生会主席，我

才是大一的新生嘛！”

高茂宽含蓄地笑笑：“那就怪不得我了。

哦，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周若思嗔道：“咦，昨天马院长不是说

过，我们北大的实习生也参加挑选文物吗？”

吴玉璋看了看周若思，说：“你就是周院

长的千金周若思吧，不是说你们明天过来

吗？”

周若思神气地说道：“我是故宫实习组

组长，今天先过来接洽一下。”

欧阳道达连声说：“欢迎欢迎，我们正缺

人手呢。”

那志良开玩笑说：“我们的组长是高茂

宽，你找他找对人了，与你师兄接洽就行

啦！”

高茂宽红着脸摆手道：“我可不是组长，

不过，有事可以找我，为大家服务。”

周若思表情灿烂起来：“那太好了！”

说着便兴高采烈地跟着大家来到承乾宫。

《故宫三部曲——— 》
人民文学出版社 章剑华/著

这是一部“故宫

通史”，分为《变局》
《承载》《守望》三部
分。《承载》首次以纪
实 文 学 形 式 记 载 了

“国宝南迁”这段鲜为
人知的悲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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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历史的印迹》
重庆出版社 杨天石/著

本书见前人所

未见，言前人所未言，
作者以大量第一手材
料互相参证，使中国
近现代历史上一些重
要人和事背后的历史
隐秘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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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洪洪波波
即即使使下下课课也也不不会会委委屈屈

比赛结束之

后，当中国队主

教练高洪波出现

在 新 闻 发 布 厅

时，现场立刻响

起一片掌声。这

位已经年过五十

的国家队主教练

也完全有资格享

受这样的掌声。

随后，在总结这场比赛时高洪

波首先表示：“感谢西安宝地、

还有武汉。中国男足的胜利也

是全国球迷好的结果。”

当被问到中国队1比0领先

是否紧张时，高洪波表示，状态

不统一是心理的问题，如果不紧

张的话都基本能够保持正常的

水平。

被问到中国队进入12强
赛，还会不会继续执教中国队

时，高洪波说，我觉得中国队的

教练组还是中外结合会更好，

到底谁带这支队伍还是需要

来评估的。如果不能继续执

教国家队，是否有些委屈和

不甘心？听到这个问题，

高洪波语气平缓地说：

“我现在已经51岁了，已

经过知天命的年龄了，在中

国的土地上干任何教练的工作

都是可以的。”

本报综合国国足足刷刷卡卡成成功功晋晋级级1122强强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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