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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梅西，啊不，
北宋 C 羅瞭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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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都不服就服你

由此可見，在當時齊國的都城臨
淄，蹴鞠已經成了一項群眾參與度較高的
民間體育運動。
在今天的山東臨淄，建成了足球博物
館，濃縮了中國的蹴鞠文化史、民俗發展
史和世界足球史，是一部立體的足球文化
百科全書。

最早的“骨灰級”球迷
《史記· 扁鵲倉公列傳》裡，記載了
一個蹴鞠有關的故事：西漢名醫淳于意為
項處診病，囑咐他不要劇烈運動，否則會
吐血而死。項處不聽勸告外出蹴鞠，結果
不治身亡。
為蹴鞠而獻身的項處，可以說是世界
上有史可查的第一個瘋狂足球迷了。

最早的專業文獻

世界盃的賽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一些傳統強
隊的失利有沒有讓你大跌眼鏡呢？在這個全民狂歡
的日子裡，小美給大家帶來了一些關於足球的冷知
識，一起開開眼界吧~

足球起源於中國？
雖然現代足球的起源地在英國，但是我國卻有
著最古老的足球形式——蹴鞠。2004 年，國際足聯
正式宣佈足球起源於中國，蹴鞠是有史料記載的最
早足球活動。2005 年 5 月 20 日，國際足聯主席布拉
特先生為中國山東臨淄頒發了“足球起源地證書”
。

“蹴鞠”詞解
“蹴鞠”是中國古代足球的泛稱。
“蹴”（cù）是用腳蹋、踢之意，有的文獻也
用“蹋”“蹹”等字。
“鞠”（jU）指外包皮革、內塞毛髮的球，這
是足球早期的形態，唐代開始，才有了充氣的足球
。

最早的文字記載
我國有關“蹴鞠”的最早記載，見於《戰國
策· 齊策》。蘇秦做了趙相，為趙合縱，聯齊抗秦
。他出使齊國，盛讚齊宣王治國有道，百姓和樂，
娛樂活動眾多。
“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
、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蹹鞠者。”

漢代在邊境上受到匈奴的長期侵擾，
因此十分重視軍事力量的訓練，而蹴鞠有
助於提升士兵們的速度、耐力、爆發力以
及靈活性，在軍中受到推崇。霍去病北征
匈奴的時候，就曾讓士兵們以蹴鞠為訓練。
由於蹴鞠競技如沙場演兵一般，東漢史學家班
固在編撰《漢書》時，還把我國最早的一部體育專
業書籍，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有關足球的專業文獻
——《蹴鞠二十五篇》，列為了兵書。

“北宋梅西”or“北宋 C 羅”？
宋代的市民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蹴鞠
的規則和技巧也日臻成熟，除了對抗性的比賽之外
，還盛行表現個人技巧的踢法，稱為“白打”，可
以單人表演，亦可十多人共同表演。
2016 年 9 月，西班牙媒體《馬卡報》登載了一
篇題為《高俅：誕生于中國古代的第一位梅西》的
文章，還有《水滸傳》等文學作品的渲染，高俅成
為了中國古代蹴鞠運動的明星。他的故事是怎樣的
呢？
高俅本來是蘇軾的一個文書，後來蘇軾離開翰
林院，就把他推薦給了好友王詵，而王詵和當時的
端王，後來的宋徽宗趙佶是藝術上的知音，二人來
往甚密。在去端王府送篦子刀時，高俅正好趕上一
場蹴鞠，因為球技好被端王看中，留下來做了親信
，並隨著徽宗即位一路升官，直至太尉。
然而，這個故事只是野史的記錄，在正史中卻
未見蹤跡。宋朝上至王公貴族，下到黎民百姓都熱
愛蹴鞠，從開國皇帝趙匡胤起，就有擅長“白打”
的傳統。只是高俅的故事過於傳奇，才被廣泛傳說
的吧。

老媽問老爸：“我是不是胖了，感覺最
近吃得太多了，渾身都有種沉甸甸的感覺！
”
老爸聽了認同地說：“是啊是啊，你看你的
小肚腩，雖然我不嫌棄你胖，可是年紀大了
，胖了對身體也不好啊！”
老媽一巴掌下來：“原來你不止嫌棄我
胖，你還嫌棄我老！”
晚上吃飯的時候，感覺眼前黑影一閃，
我眼疾手快伸手一抓！蚊子被一手擒拿！得
意洋洋地跟老媽炫耀：“看我這身手不錯吧
！”
老媽眼皮都沒抬：“這麼好的身手，咋
沒抓個男朋友回來呢！”
我……
一天老媽檢查我的手機，嫌我的鈴聲不
夠嘹亮。體現不出我對母親的敬愛，便偷偷
幫我修改了鈴聲。
第二天，我在接到老闆的電話時，響起
的鈴聲居然是：這個人就是娘，這個人就是
媽，這個人給了我生命，給我一個家。
當我默默接起電話時，整個辦公室都轟
動了。
快要經過紅綠燈路口的時候，遇上黃燈
亮，我趕緊猛踩刹車，從後車鏡看到車後的
公車也在劇烈地“點頭”。
兒子說：“爸爸，您這樣急刹車太危險
啦！”
我驚慌失措地說：“闖黃燈一次就要被
扣 6 分呢。”
兒子不屑一顧地說：“扣就扣唄，扣 6 分
還有 94 分呢。”
孩子，你數學成績肯定不瞎！
老媽：“前幾天我找出一篇你寫的作文
，寫的是你沒考好，我把你訓哭了。我看著
看著就掉淚了，當年對你太嚴厲了。”

我：“有什麼好哭的，當年寫作文，全
是編的，沒一句實話。再說我什麼時候被你
訓哭過？都當耳旁風了。”
老媽……
剛跟老公打電話說：“老公，給你說個
開心事，前不久孩子丟的鞋子，今天居然在
冰箱裡找到了，熊孩子自己放冰箱裡的。”
電話裡沉默了一會兒，說：“媳婦，你
多久沒做飯了？”
老婆：“老公，我閨蜜最近有個毛病，
總是愛戴手套，這大熱天的，她也手套不離
手。昨天我發現她不戴了，你猜猜為啥？”
我：“為啥？”
老婆伸出她那光禿禿的手，對我說：
“因為他老公給她買了個鑽戒唄！”
找了哥們去桑拿，經過地攤，他挑了一
頂帽子試戴，然後拿起鏡子看。
我問他：“怎麼忽然要買帽子？”
他盯著鏡子說：“我在看老婆有沒有在
後面跟蹤。”
逛夜市，準備買一雙酷炫的拖鞋。看中
一雙問老闆多錢，老闆說 25。我扔下 20 就走
。
就聽老闆在後面，哎哎……
沒辦法，生活節奏太快，每天都很累都
懶得跟他講價了。
回家後發現原來拖鞋沒拿……
剛才買水果，問老闆：“這水果甜不甜
？”
老闆教育了我一番：“這問題就跟你問
男朋友你愛不愛你一樣，一點意義沒有。你
見過哪個老闆說不甜的？哪個男朋友說不愛
的？你拿個檸檬我也會跟你說甜，你信不信
？”
誰都不服，就服你！

愛，
知道怎麼做

大帥府發出通
告：大帥府廚師趙
六，在給大帥送羊
肉的時候不慎跌倒
，以致筷子插入咽
喉斃命，大帥痛定
思痛，決定今生再
不食羊肉。

三口之家駕車郊遊，中途遭遇了可怕
的喪屍攻擊。男人從昏迷中醒來，發現妻
子面色如土，表情猙獰。她的脖子被撕咬
得血肉模糊，顯然已感染了喪屍之毒……
男人立馬從車裡救出啼哭的孩子，緊摟在
懷中，想逃離此地，卻在一抬臂間，倒吸
了一口涼氣：他看到自己手臂上，也有了
一處喪屍的咬痕……

秘方

周圍一片死氣沉沉。作為孩子唯一的
守護者，卻不知在多久之後，自己也會因
感染而淪為喪屍，成為對孩子最大的威脅
。如果你是這位父親，那麼現在，你會怎
麼做？
故事裡，男人很快有了決定：他找到
一捧腐肉，裝進袋子，系在腰間。他撿了
一段粗樹枝用來探路，然後背著孩子開始
穿越樹林，前往安全地帶。路過一個庭院
時，男人注意到桌上的派對用具，他想了
想，走過去，順手充了一個氣球逗孩子開
心……這一路會無比艱辛，他想盡一切可
能安撫著孩子。
毒素開始肆意發作，男人瞪大了眼睛
，攥緊了拳頭，像在做最後的反抗……他
背著孩子又走了很長一段路，只是如果細
看，你會發現，男人的肢體已經開始僵硬
，他的臉上漸漸失去了血色。探路的粗樹
枝，此時被固定在他的肩頭，正前方離身
體較遠的那一端，系著剛才那一袋腐肉。
喪屍有追著腐肉跑的本能，此刻，男人正
以扭曲的步伐追著腐肉走著，他的雙手被
自己綁住了，因為夠不著前方的腐肉，所
以只能一直朝前走。他用這樣的方式，確
保自己不會傷害背上的孩子。
離安全地帶越來越近了，男人似乎能
看到遠處的山岡上，有狙擊手已瞄準了他
的方向。他系在肩頭的氣球隨風蕩漾，像
風向標一樣。時間不多了，男人的視線越
來越模糊，他看了看遠方，然後用手拽過
拴氣球的繩子，把氣球捧在自己的腦門前
……“砰——”狙擊手精准地射擊，男人
應聲倒下。
狙擊手過來查驗情況，他松了一口氣
，因為擊斃的確實是一具恐怖的喪屍，但
很快，一聲嬰兒的啼哭使他驚訝地發現，
倒下的不是怪物，而是一個為了愛，盡了
全力的父親。
這是一個感動了我很久的短片。絕境
中，究竟該怎麼做？我不知道，也許你也
不清楚，但是，愛，知道。

民國時，有個叫買買提的，在
老家不小心惹了官司，隻身逃到了
彭城。後來，他在泰和酒樓做了廚
師，專做羊肉。買買提憑藉著祖傳
秘方，做的燉全羊湯鮮肉香，一時
間名聲大噪，引得張大帥也屈尊前
來品嘗。

惹下的官司已經不了了之，他那年
邁的父母非常想念他，還有當年的
小情人也一直在等著他，大家都盼
他早點回去，跟親人團聚。

這位張大帥是不輕易去外面的
酒樓、飯館吃飯的，因為他有潔癖
，生怕外面做的飯菜不乾淨。可張
大帥極愛吃羊肉，聽說泰和酒樓來
了個擅長做羊肉的廚子，名氣還不
小，張大帥耐不住要來品嘗一下。

從集市上回來，買買提就去找
張大帥，提出了辭呈。買買提突然
要走，張大帥深感意外，沉吟半晌
，他說：“你跟了我十年了，想回
家也是人之常情，可你走了，我就
吃不上你做的羊肉了。這樣吧，你
帶一個徒弟，等到你這個徒弟做羊
肉跟你做得一模一樣了，你就可以
走了。”

張大帥在雅間裡坐好，指名要
買買提做的羊肉。不大工夫，一鍋
熱氣騰騰的燉全羊便端了上來。張
大帥開口一嘗，便覺得這輩子是離
不開這個買買提了。他從沒吃過這
麼好吃的羊肉，一入口，那鮮香便
直達五臟六腑，且回味無窮。
張大帥吃飽喝足，走的時候，
也帶走了買買提。買買提從此成為
張大帥身邊的紅人，專門為張大帥
烹製羊肉，其他閒事一概不管，待
遇與營長相同。買買提幹活，是不
允許其他人插手的，從買羊開始，
一直到羊肉端上桌，都是他一個人
操持，這活一干就是十年。
這天，買買提上街買羊，在集
市上碰到個販馬的，兩個人攀談了
一會兒。說來也是緣分，那個馬販
子正在到處打聽買買提。原來馬販
子去過買買提的家鄉，見到過買買
提的家人。馬販子說，買買提當年

買買提得知這一消息，立刻動
了回家的念頭，恨不得生出一對翅
膀來，馬上飛回草原去。

買買提覺得很為難，因為這意
味著，如果他要回家，就得把祖傳
秘方交給別人。怎樣才能既脫得了
身，還能保住祖傳秘方呢？
翻來覆去想了幾個晚上，買買
提最終下了決心，就帶一個徒弟吧
，只是這個徒弟必須符合自己的要
求。買買提物色了好些日子，並沒
有找到一個適合做自己徒弟的人，
心裡便有些急躁。
有一天，買買提外出回來，碰
見行刑官帶領一隊兵士押著一個年
輕人往外走，買買提跟行刑官關係
挺熟絡，就問：“老兄，這小夥子
怎麼了？”
行刑官說：“這小子是個逃兵
，在戰場上怕死，跑了，現在把他

抓回來，要拉出去槍斃。”
買買提心中一亮，趕緊阻攔：
“慢著，慢著，這人我要了！”買
買提攔下行刑官，趕緊去找張大帥
。
張大帥知道了買買提的意思，
面有不悅，說：“非此人不可嗎？
此人貪生怕死，是個逃兵，要槍斃
的！”
買買提說：“我看此人天資聰
慧，是塊料，大帥就饒他一命，他
一定會死心塌地為大帥效力的。”
張大帥沉思了一會兒，准了。
買買提選的這個徒弟叫趙六，
很精明的一個人，幹活也用心。僅
僅用了十多天，像買羊、殺羊、清
洗羊內臟等這些基本功，以及燉、
炒、蒸、烤等羊肉的各種做法，趙
六基本上都掌握了。
看著已到火候，買買提選了個
吉日的晚上，擺上祖宗牌位，焚香
禱告一番，然後讓趙六對天發誓，
絕不將此秘方外傳。等趙六發完誓
，買買提才將煮羊肉的秘方正式傳
授給趙六。
趙六得了秘方，做出來的羊肉
果然就跟買買提做的一般無二。張
大帥吃得高興，讚不絕口：“趙六
呀，你這是得了買買提的真傳了。
”趙六得到大帥的誇獎，心花怒放
，趕緊往前走一步，向張大帥獻媚
：“報告大帥，其實買買提的秘方
也沒有多大奧妙。”

張大帥“哦”了一聲，靜聽下
文。
這時候的趙六利慾薰心，一門
心思就想巴結大帥，早就把在師父
面前說的誓言丟到九霄雲外了，他
進一步給張大帥解釋：“其實就是
留下巴掌長一截帶有羊糞的小腸，
兩頭用絲線紮緊了，放入鍋中同煮
，這樣做的目的，是保持了一定的
原汁原味，做出來的羊肉才會這麼
鮮香。等到羊肉煮好後將這段小腸
擇出來就是了。”
張大帥聽後，當即伏在桌沿上
嘔吐起來，趙六趕緊走過去幫大帥
擦拭，冷不防，大帥手中的一根筷
子就像一柄利劍一樣，插入了趙六
的咽喉。趙六在倒下去的一瞬間還
是聽清了張大帥的一句話：“這是
秘方，怎麼能外傳呢！”
第二天，大帥府發出通告：大
帥府廚師趙六，在給大帥送羊肉的
時候不慎跌倒，以致筷子插入咽喉
斃命，大帥痛定思痛，決定今生再
不食羊肉。
這時候，買買提正走在回家的
路上，心裡很踏實。買買提當初選
擇趙六做徒弟，不但救了他一命，
還給了他一個好差事。如果趙六有
良心，就一定不會將秘方洩露出去
；可要是趙六喪了良心，洩露了秘
方，那他就活到頭了。至於張大帥
，顧及顏面，又怎會對外人提及秘
方半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