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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底 2010 年初，正当中国足坛反赌打黑风

暴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几部与中国足球相关的文学

作品重磅上市，即李承鹏、刘晓新、吴策力的《中国

足球内幕》、郝洪军的《球事儿——中国足坛反赌打黑

第一现场》和张宇的《足球门》。张宇《足球门》虽是

小说体裁，一时间也关注者众。《足球门》阴差阳错(据

张宇言，该书筹备加写作共两年，其时乃按原计划出

版)赶上“风口浪尖”，更因其作者特殊的身份和颇具

传奇色彩的经历，想不引人注目也难。 

张宇，河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作品多次获奖

并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和翻译成多种文字[1]。张宇曾任职

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的那段传奇经历，才是张宇《足

球门》引人关注的重要原因。2004 年，作家张宇任职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2005 年，作家

张宇任职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董事长。2006 年建业队

在南京冲超成功，实现了 13 年的梦想。当时全国媒体

和球迷评述张宇的治军手段，称其“老奸巨猾”、“心狠

手辣”、“秀才造反，一年就成”[2]。2007 年 5 月，张宇

从建业集团辞职。在《足球门》的封底，“这本小说就

是他对那段生活的回忆和重新描述”[1]，赫然在目。在

中国足坛，数次有俱乐部老总、教练员在自认遭遇不

公对待时，曾叫嚷要把中国足坛翻个底朝天， 后都

因各种原因而不了了之。这次，张宇的《足球门》会

吗？张宇笔下的中国足球的这潭水到底有多深呢？ 

 

1  欢迎对号入座 
《足球门》描述了投资 3 亿，历经 13 年大河足球

俱乐部冲超的故事。作家李丁出任掌门人伊始便面临

失去主场、意欲购买的主力球员被对方俱乐部高价挂

牌、黑道人物如影随形等种种困局[1]。而俱乐部内部“阶

级斗争”形势复杂、经营管理不善，中国足坛环境恶

劣、冲超队伍关系盘根错节则是李丁随后面临的更多

难局。富有人生经验的李丁运筹帷幄、化险为夷，游走

在社会和法律的边缘与夹缝之间又保有自己的底线。他

周旋于市委书记、会馆女老板、安保支队长和黑社会老

大各色人物之间，在中国足球假赌黑横行的背景下，于

黑道白道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终于在南京冲超成功。

在冲超的当晚，李丁却萌生退意，决定辞职。 

从李丁的身份和经历看，他和作者张宇确实颇为

相似。人们或许会问，李丁和张宇是什么样的关系？

进而会问，《足球门》里的足球世界和现实中的足球世

界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从小说情节结构和众多细节

上人们认为李丁就是张宇，大河就是建业等等。熟悉

中国足坛的“考据派”或“索隐派”，把小说中的人和

事在现实中一一找到原型应当毫不费力，甚或完全可

以编制成《“足球门”阅读说明书》。但问题是，作者

张宇会认可吗？ 

叙述虚构的但可能发生的故事，是 18 世纪小说家

玛丽·戴维斯为小说下的定义[3]17。小说不仅要讲述可

能发生的事，而且要讲述在生活中“极其可能发生的

事”[3]108，将叙事的写实性与虚构性完美结合，才能使

一部小说成为 富活力的艺术。张宇创作足球题材的

小说因其特殊经历而有天然合理性。 

张宇与李承鹏[4]在其著作封面公开声明“欢迎对号

入座，欢迎诉讼公堂，欢迎上级调查，欢迎群众举报”

不同，张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足球门》的

虚构性，强调它只是小说。“生活中的一些经历，有时

会有意无意地写入作品中，小说内容纯属虚构，如果

说有一些真实的生活原型的话，我是不会承认的”。“现

在 担心各色人等对号入座”[2]。但后来他还是换了说

法，“小说是艺术创作，但和生活混淆不清，也正常。

我也非常平静地看待这些事情。所以现在我换了个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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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欢迎对号入座”[5]。当然，张宇“欢迎对号入座”

的原因还是异常质朴，“对上号说明我写的好”[5]。 

《足球门》中众多名称的蹊跷足见其用心，书中

人物和事物的名称可归结为两类，一类名称为现实生

活中实存的，如江苏、上海、大张量贩、曹新林(原河

南书画院院长)等；一类名称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却以谐

音会意的方式引人遐思，如孙水生之于王随生、西王

子之于西门子等等，如此这般真假杂陈、虚实并存的

安排，确实给读者“真实”的深刻印象。当然，这种

状况未必完全可以归结为作者的有意，或许是一种无

奈？张宇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过作家的弱势，作家在创

作心态和使用创作资源方面有诸多限制，明明写的是

中国的事情，非得标成外国的，明明写的是深圳市，

不得不写成滨海市、滨河市、滨港市[6]。 

从叙事角度来看，《足球门》固然用的是第三人称

叙述模式，没有用第一人称叙述模式，因为为读者所

预知的张宇在足球俱乐部的经历，张宇和李丁的形象

在《足球门》的阅读过程中虚实难辨。在这里作者固

然没有走上叙事的舞台中央亲自演出，但幕布后作者

的身影隐约可见。在此或许可以说作者没有隐退而只

是“疑似”隐退，而这里的第三人称几乎内化为第一

人称，而李丁也等于张宇了。读者仿佛看到作者张宇

走到李丁身后，完全用李丁的眼光描述故事，使读者

也从李丁的角度去理解他的体验，我们被巧妙地置身

于李丁的足球世界中，直接感受他的感受。当然，换

个角度，此时李丁也仿佛在用张宇的视角去观察去描

述这个足球世界了。 

 

2  嚼得菜根，百事可为 
张宇，这个圈内人，且是 核心部门的人，洞悉

所有秘密的人，从一个俱乐部的日常运作入手，全面

揭示了中国足球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从官办和民

办俱乐部的不同处境，到中国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

核心命题；从政府执法部门以及全社会对足球的态度

勾画了中国足球的生物链；解剖了俱乐部从资金投入、

球员的引进和使用、广告创收、品牌建设等内部管理；

和执法部门斡旋获取和谐的外部环境；组织球迷协会

打造企业的文化和商业空间等种种情况，反映了当代

中国足坛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足坛的“清

明上河图”[7]。 

作品中收缩自如的节奏、波谲云诡的冲突和悬念

营造了艺术的似真效果和现实的氛围。生活的真实转

换为艺术的真实，干巴巴的素材和理论转换为活色生

香的图景，这图景因比现实清晰而显得更为真实。读

者甚至会忽略书中涉及到的学科领域如训练学、场地

管理、营养学、社团管理等是否真实。事实上，书中

固然提出了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营的俱乐部经营思

路，提出了地域化、娱乐化、市场化的俱乐部发展方

向，提出了处处为对方着想的 好的商业谈判的技巧，

提出了俱乐部的理想架构，提出了足球相关产业的发

展规划等一系列企业管理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描述，甚

至有人称《足球门》为现代职场教科书和企业管理的

实战案例。中国足球俱乐部发展历史仅有不到 20 年的

时间，尚处于管理的摸索阶段。俱乐部内部建构不健

全、不规范，管理尚未进入良性运转阶段，俱乐部生

存的外部环境更是恶劣。这样的现状对俱乐部的管理

人员确实是严峻的考验。李丁率领俱乐部完成了冲超

的重任，他对大河俱乐部的改制、管理固然有其先进

的一面，但大河俱乐部的成功依赖更多的未必是严格

规范的管理法则，而更像是李丁及其他人员的中国式

的民间智慧。这样的结论对中国足坛来说有点悲凉，

却更为现实。在现今足坛大环境下，是规范有序更当

其时，还是随波逐流更能畅行无阻呢？李丁和他的大

河俱乐部固然可以不赌球、不买球、不卖球，可以和

黑社会相安无事、互不侵犯，但从书中也可看出，李

丁和大河俱乐部的清白有着很大的运气成分。 后一

场比赛，李丁是佯装同意了黑社会 100 万元的报价，

但 后成全他的清白的还是对方俱乐部老总张卫平的

人品，而不是健全的制度。 

当今中国社会对足球又有什么样的认识呢？李丁

作为成功俱乐部的董事长，他对足球事业的认识当然

比较理性，书中其余各色人等如中州市委赵书记、开

发区张东来主任、王石医生对足球的认识也算中肯。

但社会上对足球的偏见依然有市场，中州市安保支队

支队长狄心田就颇具代表性。这个对社会一方平安负

有重要责任的领导干部，对足球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他常常想如果能把足球比赛再消灭掉，安保工作就

再也没有了大的隐患”[1]229。他甚至突发奇想，起草了

一个叫做《关于中州市禁止足球比赛的请示报告》，只

是因为副局长张世英的批评而没有正式上报。而张副

局长训斥他的理由也不过是，“赵书记就爱看球，你能

禁止得了吗？”[1]229 不过后来狄支队长总结提炼出的安

保工作的指导思想还是得到了副局长的首肯，但交代

他“你可以这样做，千万不能说。”[1]230 狄心田支队长

的总结为——不断加强限制力度，增加文体活动难度，

缩小文体活动规模，减少文体活动次数，致使文体活

动由多变少由大变小化整为零自行消灭，确保社会安

定[1]230。足球环境如此，难怪现实中投资足球十多年的

建业集团老总胡葆森要在电视节目中慨叹“嚼得菜根，

百事可为”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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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此恶劣的足球环境因其宏大的文化背景

而显得顺理成章，而类似的现象并非足球一家。而狄

心田支队长的指导思想也并不仅对足球而是针对所有

的文体活动。中国足球的问题不仅是足球的问题，不

仅是体育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中国

文化发展的问题不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就不能得到

彻底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迅速完成了器物

层面与国际接轨，正在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而观念

层面的障碍……仍然是中国体育进步的 深层面的阻

力”[9]。而且，“必然会在这个 后阵地和 后防线上

遭到 顽强、 持久、 全面的抵抗”[10]33。中国足球

环境的改善任重而道远，由文化冲突而带来的阵痛必

须由我们自己来承担。 

 

3  人物是虚构的，感受是真实的 
受意识形态影响，体育文学作品和其他题材的文

学作品一样，其叙事目的还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

进行形象的论证，提供精神动力。经过“为文艺正名”

的讨论之后，新时期的体育文学逐渐走出政治附庸的

误区，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其中体育报告文学作

品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发展经历了“冠军文学”、“反

思文学”、“独立人格”等几个阶段。就足球题材而言，

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涌现，如报告文学《5.19 长镜头》

《倾斜的足球场》《足球教练的婚姻》《中国足球青年

近卫军》《流金岁月——中国女足档案》等，诗歌《守

门员之死》等，小说《空中足球场》《君子好逑女子好

球》[11]等。 

作家已经走上体育的舞台，我们的社会学家、体

育学者还有政府官员还能缺席吗？当然，文学作品的

社会功用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指望文学作品能够事关

风俗改良、国民进化，正如我们不能指望《足球门》

或者其他作品能解决中国足坛的诸多问题。对于中国

足球，作家更关注的是人性。米兰·昆德拉说，“一个

小说家 深的意图并不在于一个历史状况的描写，吸

引小说家的是人，是人的谜，和他在无法预期的状态

下的行为。”[12]对于声称“人物是虚构的，感受是真实

的”的《足球门》，张宇也说，“我关心的不是这个行

业(足球)本身，而是人本身的问题，人在变革中的困

境、复杂性，人性的变化”[7]。对于具有双重身份的张

宇，他对中国足球的审视也具有双重视角。相对于其

他作家，他有着当事人的视角聚焦，相对于其他足球

从业者，他又有着远距离的超脱。因此，我们可以期

望《足球门》在人性的揭示之外，能给予中国足坛更

直接的触动和更多的启发。 

 

坊间传言，中国足协 2010 年 2 月对青岛队、成都

队、广州队的严厉处罚与李承鹏、郝洪军著作的出版

有着很大关系，因为他们书中指名道姓列出了众多细

致入微的假赌黑的细节。如果传言属实，人们想必会

对《足球门》抱以同样的期待，在中国足球的污水池

中，下一条大鱼和其后更多的大鱼会是谁呢？但假如

事态的发展并未如愿，想必读者也不会抱怨，而想必

张宇也不会有太多遗憾，因为一部小说的成功，正是

在于以某种方式去打动读者，在于激发人们进一步的

实际调查和研究。“我不希望我的书使别人省心少作思

考。我愿它能激发谁自己去思想。”[13]2 维特根斯坦在

其《哲学研究》序言里的话，也许会被《足球门》的

作者张宇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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