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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喜欢政治

受曼德拉鼓舞

1980年4月，当时还未满14
岁的维阿目睹了一次血腥的屠
杀：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
在海滩上亲眼见证了13名利比
里亚官员被乱枪打死的惨烈画
面，而在9天以后，该国便发生了
军事政变。当时，无数利比里亚
人民在大街上振臂高呼，“我们
终于得到了自由”，然而事与愿
违，该国的内战持续了多年，时
至今日，那里的人民依然生活在
水深火热当中。

2004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鼓励维阿参选利比里亚总统，当
时曼德拉告诉维阿，服务祖国最
佳的方式，就是先成为总统，然
后再为国家付出自己的一切，也
只有如此，利比里亚人民才能得
到最大的好处。曼德拉的这番话
振聋发聩，维阿也心悦诚服，后
来他毅然放弃了自己在美国的
安逸生活，并且义无反顾地回到
了祖国利比里亚。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维阿曾经说过，“我并不喜
欢政治。但是在千千万万同胞的
召唤之下，我想我别无选择。”

人生大赢家

为人民服务

乔治·维阿无疑是人生的大
赢家，他一路走来斩获了太多常
人无法企及的荣誉。他是非洲唯
一一名在同一年内(1995)同时获
得非洲足球先生、欧洲足球先生
以及世界足球先生三大头衔的
职业足球运动球员。作为前锋，
他先后为摩纳哥、巴黎圣日耳
曼、AC米兰、切尔西、曼城和马
赛等俱乐部效力，在众多的足坛
传奇当中毫无疑问有维阿的一
席之地。

然而，对于这位51岁的非洲
人来说，即使是身为唯一一位被
称为世界最佳球员的非洲人，这
还远远不够实现他的抱负。他不
满足于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不满
足于只是享受那辉煌职业生涯
所带来的无尽回忆。12年来，他
一直都有成为利比里亚总统的
远大抱负。这一次在人生中最大
的一场战役过后，他终于实现了
自己的梦想，站在了国家权利的
巅峰。

利比里亚总统选举可谓是
一波三折。维阿曾在第一轮投票

中胜出，但并未获得最终取胜所
需的50%的选票。根据程序，他和
排第二位的竞争对手利比里亚
副总统约瑟夫·博阿凯必须进入
第二轮决战。之后，第一轮得票
排第三的候选人控诉他的对手
们在投票过程中涉嫌欺诈行为，
第二轮投票一再延迟。在利比里
亚最高法院驳回了控诉之后，12
月26号，维阿的总统大选之旅进
入到了最后一轮。

选举曾失败

又一路进修

“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
么一位前足球运动员会寻求当
这个国家的总统，但如果是一名
律师或者商人做同样的事情却
没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维阿
继续说道。他显然已经厌倦了这
样的质疑，那些批评家们认为他
缺乏总统所需的处理复杂经济
社会问题的相关经验。相比之
下，即将卸任的总统埃伦·约翰
逊·瑟利夫是一位毕业于哈佛大
学的经济学家，2011年她还和人
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可在这样
一位政治、经济专家的统治时期
过后，利比亚政府仍然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

2005年维阿第一次尝试参选
总统，他在最终轮投票的时候败
给了约翰逊·瑟利夫。那次选举
失败以及随后在2014年的利比里
亚参议院(他当时代表的是蒙特
塞拉多州，这个国家最大的一个
参议院选区)选举，为他提供了
他所认为的“宝贵学习经验”。

2005年对维阿来说是一次重
大的否定，在政治精英圈里尤其
是如此，那些人会认为维阿缺乏
应有的教育。在随后的几年时间
里，知耻而后勇的维阿在40岁的
年纪获得了自己的高中文凭
(2006年)，然后又去美国佛罗里
达的德锐大学进行了深造。2011
年(45岁)，他获得了工商管理学
士学位。两年后(47岁)，他又拿到
了公共管理的硕士学位。维阿终
于度过了那段低谷，再次以崭新
的面貌出现在政坛。

维阿在参议院期间(任职体
育委员会主席)的政治履历也遭
受了一些利比里亚人的批评，他
们认为维阿的出勤及评选纪录
还有对于议会讨论的参与度都
非常地糟糕。“我的职责是为我
的 人 民 说 话 ，讨 论 他 们 的 利

益……我取得了很多成就，我的
履历就在那里，我的人民知道我
所做的工作，”维阿在为自己辩
护时说道。

温格就像父亲

成就足球先生

维阿成长于贫民窟，那里
是蒙罗维亚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克服障碍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什
么新鲜事。“当我刚开始踢足球
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
赢得金球奖或者成为世界上最
好的球员。我只是对足球比赛
充满着激情，努力工作每一天。
相对于吃饭、睡觉，我更愿意去
训练。”

“当我来到蒙特卡洛(1988
年，维阿由喀麦隆的雅温得托内
尔俱乐部转会到摩纳哥俱乐部)
的时候，我在头6个月里没有参
加比赛。但我决心展示我的才
能，向那些回家时认为我来欧洲
是浪费时间的人证明——— 我是
一位优秀的球员。”

阿尔塞纳·温格是维阿在
摩纳哥队的主教练，他们之间
的关系绝不是平凡的。“他是一
位父亲的形象，把我当作他的
儿子来看待。这是一位真正的
男人，当种族主义达到顶峰的
时候时，他向我展示了他的爱。
他希望我每天都能够在球场上
为他踢球。”

“有一天，我对训练感到十
分的厌倦，我告诉他我有点儿头
痛。他对我说，‘乔治，我知道这
很艰难，但你需要努力地工作。
我相信，凭借你的才华你可以成
为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所
以，我听进了他的话，继续前进
了下去。除了上帝之外，我认为

如果没有阿尔塞纳(温格)，我就
不可能在欧洲获得成功了。”

国家救世主

肩负责任重

对于利比里亚占绝大多数
的年轻一代来说，关于维阿参议
院履历的批评是没有任何作用
的，他们正是支持维阿的核心
人群。“年轻人认为他是我们这
个时代的救世主，”维阿的堂
弟，前阿森纳前锋克里斯托弗·
雷说道。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所有
的家族成员都一边倒地支持维
阿竞选总统。比如维阿的另外一
名堂弟詹姆斯·德布巴 ( J ame s
Debbah，也是利比里亚备受欢迎
的足球明星之一)，就在之前对
维阿的竞选表示过他自己的怀
疑。“如果我把自己的选票投给
他我会认为我做了不公正的事
情，”这位前尼斯和巴黎圣日耳
曼球员在2005年的时候说，“我
的理由是他没有当总统所必需
的从政经验。他将成为公众的
笑柄，他是一位政治新手，那些
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他还理解
不了。”

正如维阿所承认的那样，总
统的职业生涯往往是许多伟大
声誉的坟墓。“我不能向人们承
诺那些我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
我确实想留下一份遗产。如果人
们赋予你领导他们的权力，他们
就对你有了期望，”维阿说，“他
们希望你建设好这个国家，为他
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如果你没能
做到这一切，他们就有权利把你
从总统府办公室里赶走，我将永
远不会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

综合

◎布洛辛 乌克兰
在乌克兰足坛，舍甫琴

科被更多的年轻人所熟知，
在他之前，奥列格·布洛辛是
这个国度最受欢迎的足球运
动员。

在结束了辉煌的球员生
涯后，布洛辛开始在政坛闯
荡，并成功成为了乌克兰国家
议会的议员，与此同时，乌克
兰国家队向其发出了执教邀
请，但由于乌克兰国内的相关
规定，一人无法身兼两项公
职。后经过多方周旋，布洛辛
如愿执起了祖国球队的教鞭，
但无法收取任何的报酬。

◎舍甫琴科 乌克兰
在布洛辛之后，另一位足

以在世界足坛呼风唤雨的乌
克兰球星当属舍甫琴科。在他
2012年决定退役之后，人们普
遍认为舍甫琴科会投身于本
国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但
舍甫琴科却毅然决定从事政
治方面的工作。

作为乌克兰的国宝级球
星，舍甫琴科自然集万千宠爱
于一身，没过多久，他便成为
了乌克兰前进党的一员。

◎卡拉泽 格鲁吉亚
在2001年，从足球非发达

国家走出的卡拉泽，从乌克兰
基辅迪纳摩加盟至意甲超级
豪门AC米兰，这在格鲁吉亚
国内引起了空前的轰动。

在卡拉泽退役的5个月之
后，在本国拥有着至高声望的
卡拉泽顺利当选国会议员，后
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国家副总
理兼能源部部长，任期5年。今
年10月23日，关于卡拉泽的喜
讯再度传来，刚刚结束了国家
副总理任期的前米兰铁卫，以
51%的票数比例，战胜了本国
超级富豪乌杜马施维利，成功
当选了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
斯市的新任市长。

◎济科 巴西
在全球范围内，济科的名

字如雷贯耳，20岁便已代表桑
巴军团出战国际赛事，在贝利
之后，他被看作是球王最为合
适的接班人选，在巴甲弗拉门
戈效力时期，济科为球队贡献
了近600粒进球，度过了职业
生涯的黄金时期。

退役后，济科应时任巴西
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的盛情
邀请，兼任了巴西体育部长及
巴西国家体育对策局局长两
职，在一年半的任期里，济科
试图对自己十分熟悉的巴甲
联赛做出一系列革新措施。

◎贝利 巴西
1994年，在时任巴西总统

费尔南多·卡多索的大力推荐
下，球王贝利成为了新一任的
巴西体育部长。

在其三年的任职期间，贝
利起草了著名的《贝利法案》，
它旨在推动巴西各级联赛的
自由转会制度及各俱乐部职
业化，堪称南美版的《博斯曼
法案》。不过，这项法案直到
2001年才在巴西正式实施。

综合

足坛跨界从政故事

球衣换西装
巨星都很忙

前前AACC米米兰兰著著
名名前前锋锋乔乔治治··维维
阿阿，，在在最最后后的的投投票票
选选举举中中赢赢得得了了利利
比比里里亚亚第第22 55届届总总
统统大大选选。。这这位位前前世世
界界足足球球先先生生可可谓谓
是是人人生生的的大大赢赢家家，，
在在体体育育舞舞台台和和政政
治治舞舞台台都都走走到到了了
巅巅峰峰。。在在利利比比里里亚亚
新新总总统统维维阿阿的的过过
往往事事迹迹和和只只言言片片
语语中中间间，，外外界界看看到到
了了一一个个永永远远自自强强
不不息息的的伟伟大大灵灵魂魂。。

““足足球球先先生生””维维阿阿的的总总统统之之路路
足足球球明明星星乔乔治治··维维阿阿本本次次当当选选备备受受关关注注

维维阿阿球球员员时时代代曾曾当当获获得得欧欧洲洲金金球球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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