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下球
场 的 科 比 ，

下定决心走上
了一条文艺的道

路。但对于年近四旬
的科比来说，“文艺中年”

的称号或许更为合适。
“我已经

不在球场上打
球了，但这反而
让我拥有了一
个更好的机会，
让我可以通过
讲故事来帮助
人们去感受和学习曼巴精神。
以后，人们不仅仅可以通过观
看篮球来感受和学习这种精
神，还拥有了更多的途径，比如
我写的书，或者我制作的电影。
而且这种途径对于年轻一代人
来说反而更容易接受，只要我
能创作出他们喜欢的作品。”

谈及对待家庭的责任，科
比有一些往事，和老婆瓦妮莎
也一度经历婚姻危机。但很幸
运他们顶过了艰难的时刻，在
处理危机时他们并没有对这些

情况遮遮掩掩，不管是迫于公
众的压力还是媒体的曝光能
力，作为公众人物，他们不但解
决了问题，也最终用在一起的
结果保护了他们的两个女儿，
并且在去年又迎来了第三个女
儿。

科比对于自己父亲的角色
有着价值观
超正的认识：

“和孩子在一
起时，必须时
刻充满能量。
当我训练完，
结束了一天

八小时的工作回到家，孩子们
早就等不及要跟我一起玩，但
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外面忙了八
个小时。而且他们也一天没见
到我了，所以不希望我回家就
摊在沙发上。这对他们不公平，
你要有充足精力，一回家就陪
他们玩。然后你要负起家庭的
责任，陪他们在一起。直到他们
上床睡觉……你才能休息，然
后第二天再接着工作，所以你
既要拥有旺盛的精力，又要保
持工作的劲头。” 据腾讯体育

2016年4月，NBA一代传奇球星科比·布莱恩特退役，为
自己华丽的职业生涯画上完美句号。如今一年过去了，科比
从未出现在湖人主场看球，也从未评价过目前的NBA。那
么，这一年科比在忙些什么，今后还会回归篮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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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拨回到2015年11月30
日，一个所有科比球迷都不会忘
记的日子。

在那一天，不管在世界的任
何角落，不管是几点几分，也不
管是使用哪种方式关注NBA和
科比，大家都看到了那篇科比亲
自写下的文章：

《 亲 爱 的 篮 球 》
(Dear Basketball)。

这篇文章首
发于球员论坛网
站(The Players '
Tribune)，并迅速
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向全世界正
式宣告了科比的退役决定。然
而，很少有人会再谈起那篇《亲
爱的篮球》，大部分人仿佛把它
甩到了脑后。

整整一年半后的今天，科比
带着精心制作了八个月之久的
动画电影短片———《亲爱的篮
球》亮相纽约市翠贝卡电影节，
人生第一次走上电影节的红毯。
科比是这部动画电影短片的监
制，将《亲爱的篮球》全文作为短
片的剧本和旁白，并由他自己亲

自配音完成。
与科比合作的两支团队都

是电影艺术界的超级巨星：《星
球大战》、《侏罗纪公园》和《辛德
勒名单》等无数电影的传奇配乐
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接受了科
比的邀请为这部短片配乐；绘制

并 创 作 出
《 美 女 与 野
兽》、《美人
鱼》和《长发
公 主 》等 经
典动画片的
迪士尼传奇

动画师格兰·基恩亲自为这部短
片绘画。

离开球场，初入影坛的科
比，沿用了NBA中流行的三巨头
模式，打响了自己制作电影的头
炮。从此，《亲爱的篮球》再也
不是一篇简单的文字，而是
一部具有顶尖艺术水准
的影片，一首情怀久
远激励人心的人
生诗歌。

退役之后，科比主要专注于
两件事情，一件事是投资做生
意，还搞了一个创业基金，另一
件事则是艺术创作，包括写作和
拍摄电影。

再回想科比退役时的方式
和那种看似毫不留恋的告别，很
容易让人相信他
是真的准备好离
开篮球了。

可是这部短
片的动画操刀手
格兰·基恩却向我
们讲述了完全不
同的事情。在他看来，科比根本
不想离开篮球——— 写出《亲爱的
篮球》其实恰恰暴露了他的脆
弱，他只是在努力给自己的离开
找一种美好的解释。

格兰的确把全部心血都
浇注在了科比的这个项目

上。在过去的八个月中，
除了科比的家人，格

兰·基恩可能是陪
在科比身边最

多的人了，
他 把 数

十万幅手绘图变成了六分钟的
电影，并且陪着科比一遍又一遍
地把配音进行了无数次。格兰说
他之前一直以为科比能成功是
因为他天赋秉异的身体条件，但
直到一起工作之后才发现，真正
让科比成功的是他投入的工作

状 态 和 态
度。

采 访
中，记者询
问科比，他
打球时可以
每天把一个

动作练上数千遍，而现在做电影
又可以做配音做上无数遍，他到
底是如何做到不管干什么事都
能如此专注和沉迷其中？他是如
何把对待篮球的那种狂热和坚
持转移到其他事情上的？

科比丝毫没有犹豫：“这种
狂热和坚持并不会在不同的事
情之间转移，它只会转移到我所
热爱的事情上。只要我能做自己
爱做的事情，我就会百分之百地
投入，如果我不喜欢不享受一件
事，我就完全不做。”

然而自从科比宣布退役以
来，他的脸上永远是笑容，球场
上的动作不知道是因为身体还
是因为心态，陡然变得优雅了许
多。科比显然已经不是当年球场
上的那条黑曼巴，他是彻底换了
一种生存模式？还是把黑曼巴的
锐利悄悄藏在自己身上的某个
角落里？

“曼巴精神
依然随时随地
存 在 于 我 体
内。”谈到这个
话题，科比的语
气斩钉截铁，

“被称为黑曼巴的唯一原因，就
是我在篮球场上的表现。上场打
球时，我只专心于‘杀戮’，但这
并不是我的全部，我性格中还有
一个部分直到现在才能被世人
看到。黑曼巴精神永远伴随着
我，我对黑曼巴精神的定义是注
重细节和全力以赴。”

科比说影片中有许多观众
根本不会注意到的细节，都是他
亲自一点点创作和完善出来的，
就算没有一个人能看到，作为一
个电影制作者，要想取得成就、

打动观
众 ，就 必
须这么做。

一个简单
的例子是影片开始
时，画面中小科比在
出手投袜子时，左手的位
置比较靠后，这是因为小孩

子力量较小，
通常要双手前
推。而到了影
片最后，成年
的科比再次出
手投篮时，动
作和小时候的

他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左手放在
球上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其实大家小时候都会把长
筒袜卷起来，而我经常这样做，
因为我爸妈整天抱怨我在家里
制造噪音，吵死了，我当时有个
小篮球，天天在家运球投篮，我
爸妈烦死了，天天批评我，后来
我找到一个办法，开始偷偷去拿
我爸的长筒袜，把它卷成一个篮
球，我就可以天天投篮而不担心
噪音了，这样我才能安心投篮而
不用担心被骂。”

《亲爱的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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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或恨我，恨我的比
赛，恨我的自大，恨我的后仰
投篮和我对比赛的饥饿，恨我
是一名老手，一名总冠军，恨
这些吧，用你的心来恨吧。这
些恨是我所喜欢的……因为
同样的理由。

如果不想成为最好的球
员，你为什么要以此为职业？
在进入NBA之前，我就不断的
这样问自己。我依然觉得，要
想对得起上帝赐予我的天赋，
我必须做得更多，不管是在场
上还是场下。

上帝在体力和智力两方
面祝福了我，我希望能够将这
些推向极致。即使全世界将我
抛弃，我仍有心爱的篮球。在
所有的这些中，只有比赛在等
着我，永不会抛弃我。

我看见他们不断地换球
员来防守我，我能够感觉到第
一个防守我的球员很害怕，一
旦我开始甩开他的防守得分，
他们就换另一个人来防守，然
后我就把这个防守球员逼疯，
再换下一个。

杀手直觉？是的，我同意，
这种求胜心是与生俱来的，6
岁时跟一群孩子打比赛时就
是如此。我喜欢那种充满压力
的那种紧张气氛，我喜欢在最
后时刻扮演终结者角色，当比
赛进入到胶着状态的时候，给
对方送上致命一击。

我的每一场胜利，都来自
于训练。菲尔是我见过的最好
的教练，我所学到的一切都有
轨迹可以追溯到他或者温特
先生。他们教会了我如何感觉
比赛。比赛是一种节奏，一种
舞蹈。

不用去思考比赛，不用眼
睛去看比赛。比赛教会我怎么
做准备，怎样将对手的斗志融
化，并且找出其弱点。

我可以理解我的队友，因
为我也有过当配角球员的经
验，我知道当年奥尼尔拿冠军
的压力有多大。

如果你了解我，如果你了
解奥尼尔，你就会知道我们能
在五年赢得三个总冠军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都是如
此地为竞争而着迷。

这是一种挑战，很容易让
你陷入一对一的对决中，而放
弃了全队的观念，我知道这不
对，但有时候真的很难控制，
我愿意接受这种挑战，我喜欢
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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