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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一

緣來，不問原因。

現在的你居然沒跳過序章、沒「直闖心臟地帶」直接讀本書，
而是在讀序，這都是緣。筆者跟我只有一面之緣，「緣頭」在培
正中學的一個晚上。活動完結後，當我在課室外正準備邁步離開
時，一位學生衝出來介紹自己。他話語清晰，語速淡定的告訴我：
「我在寫書。」我心想：「咁 old-school ！？」我以為後生的只會
想做 Youtuber 或者 programmer。因此，二話不說就答應了皓湋的
要求。

在風雨飄搖的 2019，年青人用自己的方法做些與別不同的事
情，所謂的大人有責任支持（至少我從沒想過出書，皓湋你贏）。
至於球星的奮鬥史，其實與其他運動員、以至一般普羅大眾的奮
鬥史（不是成功史）都各有不同，但又萬變不離其中：苦苦苦苦
甜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甜甜苦苦。只要堅持一直走自己的路，
who cares ？能當海盜的，為何考海軍？

然後緣去，不問原因。

丹尼爾 aka 陳恩能
體育主持／評述

推薦序二

足球除了是一項運動之外，也是一位「老師」。風光背後，
是辛酸淚水，是淋漓大汗，堅持到最後的便能成為耀目球星。一
個個激勵人心的故事，由熟悉的足球員教曉我們遇到困難時，如
何勇敢面對，這就是《那些球星教曉我的事》。

If you want something you never had, then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you've never done. 究竟一眾球星為了他們的目標，嘗試
做了甚麼？他們又如何突破自己的界限？由《那些球星教曉我的
事》為你一一娓娓道來。

莫鑑明博士
香港運動醫學及科學學會義務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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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三

就如八十年代名曲《疾風》中的歌詞「風卻沒理起始與終，
它只知發力去衝……」，我相信每位足球員都有一顆疾風的心，
不怕浪濤洶湧向前衝，追著自己的夢。

我特別喜愛李斯特城這球隊，原因是李城在 2014/2015 賽季在
榜末掙扎，卻能在 2015/2016 賽季中在一致被睇低的情況下憑著毅
力打敗 Big6 勁隊成為英超冠軍。這神話，當中充滿著很多追夢成
功的故事：領隊雲尼亞里⸺他在 2014 年因輸波被希臘足總解僱，
卻在翌賽季，成為英超冠軍領隊，吐氣揚眉；前鋒華迪⸺從前
因身材太弱小而被錫周三少年隊拒絕，最終成為李城奪冠功臣，
連續 11 場比賽攻進入球；班主維猜⸺2014 年李城重返英超，他
承諾五年內讓李城打進歐聯，當時被笑為癡人說夢，怎料這「夢」
兩年已成真。

李斯特城這神話確實讓很多追夢的人感到振奮。但人生不會
事事順境，有些人會為一兩次失誤，垂頭喪氣，甚至自暴自棄，
能正面面對逆境，克服低潮的人又有多少呢？本書有不少球員追
夢成功的勵志故事，也有不少令人感慨的故事，請讀者細意領悟。

Angus Wong
Vice President

LCFC Hong Kong Supporter Group

自序

大家都在走一條路，走一條人生路。只是各人在邁步向前的
過程中有著不同的遭遇，有人成功，有人失敗。足球如是，其他
場合亦如是。我認為足球員的故事不只適用於足球界，他們的人
生態度、面對難關的取捨，其實也可作為我們的借鑑。

不同的態度，不同的路途，不同的收穫。有時候我們想活一
場精彩的夢，但有時候只求逍遙自在。C 朗拿度憑著一顆堅毅不屈
的心走向世界巔峰；相反保連奴的人生態度卻豁達得可以，他不
執著於成功，將失敗看得淡然。文中他附和了朋友的一句話：「我
們只是在雨中踢球的孩子。如果碰到不順的時候，又能怎樣呢？
是世界末日嗎？不是的。那我們就去別的地方踢球好了。」保連
奴沒有走上世界的巔峰，但他的人生路又算得上失敗嗎 ?

本書希望帶出一個道理：「目標是什麼並不要緊，我們只需
要知道自己渴望做些什麼，不要茫然活下去。」書中有些人在其
足球生涯之中屢遭挫折。但失敗從來不是一個問題，問題是某些
人每到一個新地方都因自身品行，咎由自取，釀成一個新的失敗，
這才是問題。有些失敗並非我們可以控制的，那就任它們出現吧！
可是有些事情卻能掌握在我們手中，就不該輕易放棄。追尋成功
是一條漫漫長路，一次的勝負視乎運氣、際遇等等。但長久而言，
成敗往往在於自身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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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包含了不同的球星故事，寫他們在足球生涯中的心路歷
程。後段有一些關於足球的意義的深度分析包括《忠誠何價》、《足
球與愛情》和《不朽》，希望也可作為讀者的借鑑。

王皓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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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樂在其中—保連奴

保連奴（Paulinho）
全名 José Paulo Bezerra Maciel Júnior

出生日期 1988 年 7 月 25 日
出生地 巴西聖保羅

身高 1.80 米
位置 中場

球會資料
現在所屬 廣州恆大淘寶
球衣號碼 8 號

職業球會
2006 – 2007 維爾紐斯
2007 – 2008 羅茲
2008 – 2009 奧達斯聖保羅
2009 – 2010 布拉甘蒂諾
2010 – 2013 哥連泰斯
2013 – 2015 熱刺
2015 – 2017 廣州恆大淘寶
2017 – 2019 巴塞隆拿
2018 – 2019 →廣州恆大淘寶（外借）

2019 – 廣州恆大淘寶

面對逆境，有人選擇迎難而上，困境中執意前行；而
有人選擇後退一步，保持豁達心境享受一番。

談起逆境，保連奴僅十九歲的時候，就已經想過完全
放棄足球。

我們只是在雨中踢球的孩子。如果碰到不
順的時候，又能怎樣呢？是世界末日嗎？
不是的。那我們就去別的地方踢球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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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異鄉，遭受歧視

大概有一個月，保連奴都在家裡抑鬱不安。那是二
零零八年的夏天，他在家裡的沙發上發愁他這輩子能幹什
麼。當時他剛從立陶宛和波蘭回到位於聖保羅的家裡，那
是個讓他哀傷的經歷。

保連奴為了能給家人一個更好的生活，所以在十七歲
的時候離開了家，去了立陶宛的維爾紐斯踢球。那是一個
和在巴西完全不同的小鎮，而且他在這裡語言不通。那個
小鎮非常寧靜，直到有一天，保連奴正和另外一個巴西隊
友羅德尼在鎮上走著，突然間有一群人走過來羞辱他們，
然後開始衝著他們模仿猴子的動作。

保連奴與友人當時沒有礙著任何人，只是想要去麵包
店而已。

那是保連奴人生中第一次經歷那樣的種族歧視，而不
幸的是，那並不是唯一的一次。有時在大街上有人會故意
挑釁，叫他們各種不好聽的名字。在比賽的時候，對方球
隊的球迷會發出猴子的聲音而且向他們扔硬幣。那是一種
令人噁心的感覺，難受極了。

保連奴知道他和友人是在異鄉生活，所以嘗試著去接
受，繼續生活下去。但是沒有人應該被這樣對待。那個賽
季之後，保連奴離開立陶宛去了波蘭，但是那段經歷已經

對他傷害很深，他也感到很孤獨。保連奴出發時對足球充
滿憧憬，但是兩年後回到家的時候，他卻對足球感到失望
至極。

於是他對父母、前妻和經紀人說：我不踢了。

前妻勸勉，重新出發

他的前妻應該算是拯救了他的足球生涯的人。

她說：「放棄踢球？那你還會幹什麼？你連換電燈泡
都不會！」

「我可以學啊，能有多難？」

「但是你對得起你的父母嗎？對得起他們為你做的一
切嗎？」

她說的對。從保連奴五歲開始在 Zona Norte 的街上
踢著球時，他的母親就一直陪著他。小時候，保連奴對踢
球熱愛得晚上都睡不著覺，他會盯著牆想：天啊，我已經
等不及早晨了，又可以再踢球了。

自從歐洲回來，保連奴就失去了對足球的興趣和熱
衷。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放棄足球，會讓父母非常傷心，
所以他想再試一個賽季。於是他從最底層重新開始，在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