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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世界杯

《足球圣殿：世界杯图文全史（精装）》，《体坛周报》著，金城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

我饶有兴味地多次读了九桓同志的
回忆录《三使漫记》。

九桓是从岭南山村走出来的一名优
秀外交官。他自幼行走阡陌间，放牛，斗
蟋蟀，读书认字。为追求理想，他北上求
学。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
部工作。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驻尼泊
尔、新加坡、泰国特命全权大使。在30多
年外交生涯中，他不忘初心、忠于使命，为
祖国的和平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
筑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使漫记》记述他出使尼泊尔、新加

坡和泰国的重要经历，既真实描述亲历事
件，又交代时代背景，挖掘历史文化底蕴，
给人以纵深感受和思考空间。

如，书中关于李光耀的故事，不仅向
我们描绘新加坡从一个贫穷落后小岛国
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图景，而且揭示其成
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找到一条符合本国国
情和时代特征的路子。读了普密蓬国王
的故事，既可领略泰国政局的跌宕起伏和
社会的多彩斑斓，也对“水可载舟亦可覆
舟”的真谛有更多的感悟。比兰德拉国王
及其前辈的故事，让我们了解沙阿王朝的
兴衰，听到尼泊尔人民前进的脚步声。泰
国发生政变后，中、美、英三国大使同台接

受电视采访，阐述各自政府的态度和看法，
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主张赢得广泛
好评和高度赞赏，从一个侧面反映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生机和活力。苏州中新工业园
区初创时一度产生龃龉和最终步入正常发
展轨道，则告诉我们学习和引进他国经验必
须结合本国实际方能产生“杂交优势”。

这是一部有温度的作品，字里行间洋溢
着作者外交为民的家国情怀。九桓赴尼泊
尔首任大使，深感祖国和人民的光荣重托，
面对达赖分裂势力，他坚决斗争，有效维护

祖国的统一和主权，吟出“闻鸡起舞”，“金睛
斗白骨”的铿锵诗句。在新加坡打工的1100
多名中国公民遭受诈骗，九桓和他的同事大
年三十儿深入工棚慰问工人，千方百计追回
工人的损失，不使工人汗水白流。印度洋发
生大海啸，九桓带领使馆及时解救遭难中国
公民，并开展一场卓有成效的救灾外交。曼
谷机场被反政府力量占领以后，泰国中断与
外国往来，九桓果断建议国内派飞机接回被
困中国公民，归家游子情不自禁喊出“祖国万
岁”的心声，外国游客也竖起称羡的大拇指。

本书行文晓畅，详略得体，雅俗兼容，可
读性强。作者并非将其三任大使全部经历作
流水般铺陈，而是撷取其中主要片断与读者
分享。每篇文章长短不拘，长者如《李光耀与
新加坡之路》多达二万言，详叙李光耀传奇人
生，读来不觉累赘；短者如《沙阿王朝兴亡》只
有五千字，勾勒出王朝兴衰脉络，却也简明。
作者把经历当故事讲，大故事里有小故事，严
肃的话题带着花絮。生动的讲述使读者如见
其貌，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坦克隆隆开进曼
谷和风雨夜袭湄南河的映衬描写，使人强烈
感受军事政变给泰国社会带来的震荡。“一挥
尽饮杯中酒，今夜何妨作醉翁”诗句写活了比
兰德拉国王与江村罗布主席把盏话友谊的动
人场景。诗琳通公主遍访中国多省市后说
“每次踏上中国土地都感到很亲切，完全没有
异国他乡的陌生感”，朴实的话语使我们真切
体会到这位友谊勋章获得者对中国的深挚感
情。乘车行驶在喜马拉雅山悬崖峭壁险道
上，作者突发奇想：在此支顶帐篷，煮茶观山，
读书听籁，岂不快哉！激情与浪漫跃然纸
上。与九桓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忠
于职守，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性情中人。

新中国外交波澜壮阔，奇峰千叠。从一
线退下来的外交人为着存史、资政、育人目
的，提笔实录多姿多彩的经历，犹如霜枝挂硕
果，蔚然可观，《三使漫记》的出版将为这道风
景增添亮色，给读者带来新的启迪。

“你运气真好，我可是等了足足50年。”《法国
足球》总编辑埃尔诺对我说。那一天是1998年7
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的球迷们高喊：“1，2，3比
0！”法国队击败巴西队，捧起了大力神杯。那时，
我作为记者从业不过8年，32岁的我目睹了祖国
在8万名现场球迷以及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加冕
世界冠军。埃尔诺说完这番我当时并未理解的
话后，转身投入新一期《法国足球》制作中。48小
时后，这期杂志的销量创下了历史纪录。

世界杯和法国人有着深厚渊源。1904年，
法国人盖兰在巴黎创建了国际足联。26年后，
法国人雷米特作为第3任国际足联主席，创办了
世界杯，他因此被称为“世界杯之父”。先贤们或
许不曾料到，直到第16届世界杯，他们的祖国才
第一次登上王座。

那场决赛后，每隔4年，当法国队被淘汰出局
或折戟决赛时，埃尔诺的话就会在我耳边回响。
亲历祖国夺得世界杯的经历可以激发出一种难
以描述的自豪感，那场胜利在法国民众间制造的
快乐是如此美妙。足球世界中，鲜少国家有此经
历：一共8个，其中6个在我懂事后捧得过冠军。
乌拉圭成为世界冠军时距今太过久远，英格兰在
温布利大球场捧杯时，我才几个月大。

每届世界杯，大家都期待着全民欢腾的时
刻。长期报道世界杯，意味着我平日可以接触这
些球员和教练，在场边或酒店里观察他们的举
止。成为一个特权观众固然是好事，作为历史的
见证者则感觉更妙。我们可以分析战术选择，同
时也会事先察觉一些能在日后解释球队成功或
失败的原因。

2002年便是如此，在法国队动身前往日韩参
加世界杯前，我们就感受到了队内弥漫的日后导
致溃败的自满情绪。我还记得当时法国队长德
塞利的自大。友谊赛上，他粗暴推开了干扰他传
球的罗马尼亚球员，那架势仿佛在说，你们根本
没资格挑战世界冠军！我还记得在韩国，这些球
员可以随意进出下榻酒店里的夜店，训练时，“太
太团”肆意讨论着她们的丈夫在世界杯出局后，
会去哪里度假。那次，法国队小组赛出局。

我们发现的这些信息往往有助于分析比赛
结果，衡量队内的利害冲突。可从2006年起，与
其他国家队一样，我们在法国队身上很难获取类
似的信息了。法国足协将一切都置于可控状态

之下：大多数训练是封闭的，能接触到球员的场合
仅限于混合采访区、新闻发布会、赛事转播商或商
业合作伙伴预约的与赛事相关的专访。世界杯变
成了一桩生意，国际足联就像母亲保护孩子那样，
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的金蛋，决不允许任何丑闻
来玷污这台造梦机器的声誉。

如今，大多数强队都会受到这样的保护。这
些大力神杯的追逐者们，严守着球员们的秘密以
及与商业巨头签下的赞助合同。法国足协绝不会
允许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的惨败再次发生，因为
这让他们在商业和形象上付出了惨重代价。法国
队用了两年才重新铸造了球队的信心，扭转了球
迷也是消费者对他们的印象，并最终在2018年的
俄罗斯完成救赎，再捧金杯。

如今的世界杯成了一个标准化产品，比赛在
标准化的球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面前展开。
而世界杯的势力版图，也在相对稳定中悄然生
变。巴西队未能在2014年的本土世界杯镶上第
六颗星，欧洲球队在2006年至2018年间已连续4
届夺冠，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

2022年，世界杯盛会第二次来到亚洲。对梅
西、C罗、莫德里奇、本泽马、莱万多夫斯基等高龄
巨星来说，卡塔尔很可能是他们谱写最后辉煌的
机会。佐夫在1982年曾以40岁零133天的年纪
带领意大利队夺冠，但他是一名门将，而且那是另
一个时代……40年过去了，足球变得更加需要体
能，需要速度更快，身体素质也成为成功的基本要
素。那些疏于严格锻炼的人，那些派对狂人，还有
那些生活方式随意的球星，都无法拥有长久的职
业生涯。

第一次在中东办赛，世界杯史无前例地安排
于11月到12月间，将欧洲赛季拦腰斩断。在卡塔
尔的空调场馆中，球员们将经历前所未有的体
验。但是，在电视机前，在世界各地的酒吧和街道
上，我们将重温所有的激情，分享希望和幻灭、欢
乐和悲伤。只有足球，这项全球普及的运动，才能
提供这样平等的机会。

盛会将至，体坛传媒推出这本世界杯历史巨
著正逢其时。我与体坛传媒合作已近20年，除了
为其撰写专栏，还有幸参与他们的中国金球奖和
亚洲金球奖评选的创建工作。对于中国同事的专
业精神，我深有感触。我相信，这本书也是他们专
业精神和足球热情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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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
性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
历史的原理，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
要矛盾，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美好生活
需要”与权利，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
文明新形态。

郑小伟博士的学术著作《马克思权利理论
及其当代价值》，基于唯物史观和对马克思经
典文本的系统耕犁，阐释了以劳动权利为原
则、批判性超越西方自由主义权利范式的马克
思权利理论，并对马克思权利理论的中国化运
用与实践进行了时代性解读，具有十分重要的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劳动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旨归，在马克
思的哲学视界中，劳动解放、人的解放和实现劳动
人民的权利是同一历史进程。权利话语是西方
哲学的主流话语范式体系，从洛克到罗尔斯都围
绕权利范式进行政治哲学建构，实质地型塑了维
护资本逻辑霸权的所谓西方自由主义权利意识
形态体系、传统。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
值学说，在揭批以西方自由主义权利意识形态为
“掩体”的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和资本主义
社会制度的剥削对抗本性之基础上，根本性地建
构了真正以劳动权利为原则、以劳动解放为旨归
的马克思主义权利理论，内蕴于科学社会主义基
本原则。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马克
思权利理论进行梳理阐释具有鲜明的时代价
值。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已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开启
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
等方面权利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加强烈。从
学理上溯源性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劳
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权利的理论论述，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践性地满足人民群
众“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
面“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十分紧要和根基性的
理论价值。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
史方位中，直面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和社会主
要矛盾，展开对马克思权利理论宝库的探索
挖掘并揭示其当代价值，展现了马克思主义
理论工作者解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的学理
道义、责任与担当。

劳动创造人本身、历史和价值，劳动人民
理应享有相应的权利。本论著坚守劳动创造
人本身、历史和价值的劳动人民权利观，指认
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实践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劳
动是人的本质性存在，揭示权利随同劳动创
造人类历史而产生、嬗变。人的权利是具体
的历史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人类实践改造
自然的能力水平不同，根本决定着人的权利
实现状态的不同。人类社会不同历史发展阶
段的权利现象，表征着人类历史不同发展阶
段的劳动状态，同时也呈现着人类社会不同
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形态。据此，本论
著在马克思社会发展形态理论意义上，对劳
动与权利的历史发展形态进行了勾连性解
读，揭示了蕴涵“原始的权利”“历史的权利”
“人的权利”的权利发展形态理论，对社会制
度形态与劳动、权利的关系进行了历史主义
的解读。同时，本论著也对私有制社会的劳
动异化、权利倒置现象进行了揭批，在唯物史
观视界中坚守真正的劳动权利原则和劳动人
民权利观，强调通过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
断变革完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维护、丰富和
发展劳动人民权利，最终实现彻底的劳动解
放和人的权利。

劳动解放指向现实人的权利实现，劳动解
放、人的解放和人的权利实现是同一历史进程。
劳动解放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逻辑向度。
基于马克思经典文本，阐释了关于权利实现与人
的解放是同一历史进程的逻辑关联，澄明了权利
实现的总趋势及曲折性，特别探究了权利实现与
劳动解放的逻辑联系，指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变革发展，
对于劳动人民权利实现的重要影响。据此，本论
著坚守真正的劳动权利原则和以实现劳动人民
权利为旨归，结合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
律原理，阐释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全面深
化改革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

作者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

《马克

思权利理论

及其当代价

值》，郑小伟

著，经济日

报 出 版 社

2020年 6

月出版。

马克思权利理论中国化运用
与实践的时代性解读

颜晓峰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回忆录。张九桓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他在尼泊

尔、新加坡、泰国出任大使的一些重要经历。其中记录了他与在国领导人会面

“高光时刻”背后的故事，如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首相德乌帕，新加坡资政李

光耀、总理吴作栋，泰国国王普密蓬、公主诗琳通、总理他信等；也记述了作为

大使经历和处理重大突发事变，如尼泊尔沙阿王朝的灭亡、在新加坡为1100

多名工人追回诈骗损失、泰国政变他信下台等。

书中首次对外公开的数十张大使与外国政要的珍藏合影，记录着一个个

珍贵的外交历史瞬间，见证着新中国外交的步步历程，透过张九桓大使36年

外交生涯的所思、所感、所悟，展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风范。

本书集思想性、真实性、趣味性为一体，本着存史、资政、育人的初心，能给

读者带来新的启迪。

《三使漫记》，张九桓著，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2022年9月出版。

推荐理由：足球世界杯，体育史上的璀璨明珠，世界第一运动的至高殿堂，已经风雨兼程

跨越了近百年的时间长河。世界杯的历史如此厚重绵长，鲜少有人能对这项伟大赛事的前

世今生如数家珍。

体育传媒《体坛周报》用12年匠心，倾力打造世界杯百科全书《足球圣殿：世界杯图文全

史》，全书用近百万文字和近千张经典照片，为球迷再现世界杯的百年风云史。

每一届世界杯都各有千秋，冠军球队走过的路也都各自精彩。书中呈现了全面翔实的

比赛战报以及数据统计，讲述了世界杯的幕后故事，分析了著名的历史事件，还进一步探索了足球创新进化的历程。随着世界杯

的经典场景在书中徐徐展开，贝利、马拉多纳、C罗、梅西等巨星的风采逐一显现，唤起每一代球迷的私人足球记忆。

希望这部书能解答关于世界杯的所有疑问，更希望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世界杯，绽发出愈加耀眼的光芒。

《足球有什么好看的？》，谭逸雄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2年11月出版。

本书讲解了足球的起源与发展，然后进一步讲解
赛事与规则的演变，介绍了知名球队、球星和教练，让
读者真正了解到足球的魅力。本书还介绍了足球比
赛的常见战略与战术、分享了对经典赛事的分析，帮
助读者进入资深球迷行列，可以带着专业眼光观看和
欣赏足球比赛。

书中还讲解了足球周边等延伸足球文化，并附赠
2022年世界杯观战指南，帮助读者更清楚了解2022年

世界杯。本书采用彩色漫画式风格讲解内容，不仅知识全面，还轻松易读，
适合青少年以及热爱足球运动的人士阅读。

《你好，世界杯》，于鑫淼、王正坤著，北京时代华

文书局2022年9月出版。

2022年是4年一次的世界杯年，本次世界杯将是
第22次世界杯，且首次在中东国家举办，而且是首次
在北半球的冬天举办世界杯，有着深远的意义。世
界杯作为全球最为成功的足球赛事，全世界有着超
过20亿的球迷，每逢世界杯，全球将刮起足球热。

本书将是 2022年世界杯的一个参赛球队介绍
手册，对本届世界杯的全部看点进行盘点。同时将
32支参赛球队，进行细化分析，包括球队参赛阵容
解析、球队出线形势解析、球队夺冠概率分析等。
非常全面地向球迷展示32强球队的具体情况，可以
说是本届世界杯的一个百科全书。对2022年世界杯进行全景展望，细致分
析。对32强球队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和预测，有很多独家的观点，引人
入胜。本书致力于使读者对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有更加全方位、立体化的
认识和了解，同时让更多的人了解2022年世界杯，展示2022年世界杯32支
参赛球队的魅力，以及推动国内足球发展。

本书两位作者都是足球解说员，对于足球有着自己的理解。于鑫淼曾担
任世界杯、欧洲杯等国际大型足球赛事的解说员，并解说欧洲冠军联赛、欧
洲五大联赛、世俱杯等多项足球赛事，其解说风格深受球迷欢迎。从事足球
工作十余年，他对欧洲足球有着深厚的认知，对球迷的需求和爱好有着深刻
的了解。在各大体育平台拥有数百万忠实“粉丝”。

王正坤，新生代足球解说员，解说英超、西甲等欧洲足球顶级赛事。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作为中国最年轻的持证记者赴俄罗斯前方现场报
道。曾赴伦敦等英国城市现场报道英超联赛。作为知名足球媒体人，对研
究球队阵容有着独到的见解，深受球迷喜爱，有着超过百万的“粉丝”。

图①为2008年4
月19日，张九桓大使将

火炬交给曼谷市长阿披

叻，开始北京奥运火炬

在曼谷的传递。

图②为张九桓大使
在新加坡出版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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