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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天選之人

格蘭特, 非裔美國人, 居住在美國印第安納州.

小時候已開始在電視上接觸美式足球, 每次超級盃舉行時, 他和全美的市民都一樣, 非常興奮,
安坐在家中欣賞比賽. 每天課後的空餘時間,
卻是與兄長在後花園玩美式足球.長大後, 格蘭特接觸的運動越來越多,
除了美式足球, 摔角亦是他很喜歡的運動項目. 可是美式足球和摔角都是較危險的運動,
家人極力反對他參與, 所以直到高中之前, 格蘭特亦無法參與這兩項運動.格蘭特從小已開始接觸運動,
擁有良好天賦, 即使無法接觸美式足球和摔角, 但他卻參與了田徑運動,
家人亦極力支持. 憑著良好的運動天賦, 格蘭特在田徑表現不錯, 甚至在大學時取得比賽資格,
以個人身份到國外參與世界賽事, 在十名來自不同國家的參賽者中取得銅牌成績.
但格蘭特持終對從小已開始接觸的美式足球情有獨終, 即使家人和教練亦希望他繼續在田徑方面發展,
他自己卻有不同想法.大學主修數學的格蘭特, 在科內很難尋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即使在田徑隊內他亦很小機會跟隊友談論美式足球,
每年超級盃舉行時他也很想有一群朋友坐在一起共同觀看.在一天下課時,
格蘭特經過大學美式足球隊的訓練場地坐下觀看, 幻想著自己也有機會參與其中, 但可惜這只是幻想,
能為大學球隊比賽的球員都是從小開始接觸這項運動, 甚至有機會是之後的NFL球員.
之後每天格蘭特下課時除了一星期三天的校內田徑訓練, 都在美式足球隊訓練場地坐下觀看.
直到一天, 美式足球隊的教練注意到格蘭特經常前來觀看訓練, 亦知道格蘭特是一位田徑選手,
便前來問格蘭特......

美式足球隊教練: 「你好, 我認得你, 田徑好手. 經常也來觀看我們訓練的,
你喜歡美式足球嗎?」格蘭特:「嗯, 從小就接觸了, 但家人認為危險, 所以不希望我參與,
只能幻想.」美式足球隊教練: 「有興趣來試試玩看嗎?」格蘭特:「嗯?!」美式足球隊教練:
「速度是美式足球非常重要的一環, 田徑對此很有幫助吧, 此外你體格不錯呀, 可以來試試看,
剛好我們有球員不足的問題.」

格蘭特此時非常矛盾, 從小到大也很喜歡美式足球, 但他卻非常尊重家人的意願.美式足球隊教練:
「在大學生活, 意味著你已長大成人, 有自己的思想, 可為自己作決定.
亦意味著不久之後你卻要決定之後的道路, 成為自己夢想中的運動員, 還是其他. 考慮看看吧年青人,
畢竟決定權在你手, 下星期二之前給我一個答覆吧.」教練說完這番話便離開了, 格蘭特回家考慮,
亦在考慮好不好跟家人商量...即使格蘭特非常孝順, 明白家人不希望他受傷,
但自己對美式足球非常熱愛,
亦想起美式足球隊教練說到的那番話...因此這個決擇使他失眠了幾天...幾天後, 格蘭特最後決定暪著家
人, 為自己的夢想任性一次.

報導後受教練的歡迎,
代表他正式加入了大學的美式足球隊, 教練更向他介紹隊友, 格蘭特感到自己終於找到一班志同道合
的朋友.可是, 即使格蘭特從小便接觸美式足球, 但始終缺乏正式訓練, 而且較少接觸球類運動,
對他而言非常難融入. 教練希望他以優越過人的速度, 加上重訓幫助他更健碩, 填補隊上接球手的位置.
但他速度再快, 也難以與四分衛配合, 難以越過防守方的阻擋.

一個多月過後, 格蘭特依然難以融入球隊, 甚至感到自責. 在一天的訓練過後, 他決定自行留下,
用盡一切方法訓練自己. 沒有其他球員/教練在訓練場上, 格蘭特難以自行同時擔任傳球員及接球員,
最後他想到一個方法, 亦可自行傳球, 亦可接球...格蘭特把手上的球掉下, 再把球踢上高空,



在球場追逐著於天空如流星落下的球, 冒求最基本要把球接好.經過多次訓練, 格蘭特接球終於有進步,
甚至學會了傳球/踢球的技巧, 身體經過訓練後更越來越強壯,
達到美式足球員的標準.再過三個多月, 格蘭特每次訓練完都留下自行「加餐」.
很快地便成為了球隊中的潛力球員, 與三個多月前的他完全不同.格蘭特的進步使教練非常驚訝,
甚至吸引到教練的目光, 想加強培訓格蘭特成為明日之星...



第二章—拼搏初哥

格蘭特的進步, 除了能與隊友配合, 亦獲得教練的肯定, 但對於一位只受訓不到半年的初哥而言,
派上場比賽仍然是一個危險的決定,
聖母大學愛爾蘭戰士美式足球隊是一支NCAA的第一級別美式足球碗賽分區球隊,
教練的賭博決定著球隊和學校的名譽,
可是球隊中因傷兵問題而引致人手不足, 教練不得不嘗試動用格蘭特,
因此針對格蘭特的加強訓練亦是必須的.

接下來的每次訓練, 格蘭特由原先的新秀組別, 調動至準備組別,
如果再過三個月的訓練格蘭特成績理想, 教練甚至希望讓格蘭特進入正式比賽的訓練組別,
讓他正式為學校比賽, 為球隊貢獻.

即使格蘭特調上至高一級的組別, 體力消耗更大, 更疲倦, 甚至與新秀訓練不同,
訓練後需要進行一場隊內的訓練賽, 他亦沒有放棄訓練後的自行加餐.
直到一天教練發現格蘭特在自行訓練時, 教練更開始插手格蘭特的訓練,
每次球隊訓練後都留下協助格蘭特的加強訓練.

三個多月後格蘭特又再進步,
成績超出教練預期, 格蘭特隨即與其他三位隊友加入式比賽的訓練組別受訓, 希望受訓一個多月後,
他們便能一同上場, 正式比賽.

一切來的非常突然, 剛加入半年的格蘭特, 沒想到那麼快便可以為NCAA的球隊比賽,
亦讓他明白這半年的努力沒有百廢, 當初為夢想的賭博亦沒有後悔, 但他知道是時候與家人坦白了,
最後他趁著一個晚飯的機會與家人解釋...

格蘭特: 「有一件事我暪著大家很久了.」

家人這時候都很驚奇, 並看著格蘭特

格蘭特: 「其實大約半年前, 我已放棄了田徑, 我明白大家對我充滿期望, 但這真的不是我所喜歡的.
所以我加入了學校的足球隊, 如無意外再受訓一段時間便可以比賽了.」

這時格蘭特的母親非常生氣

格蘭特母親: 「從小到大我都不想你受傷所以拒絕你參與足球, 甚至對你在田徑的未來充滿期望,
為何你作這決擇時不先跟我們說呢?」

格蘭特: 「我知道大家會反對, 但我真的很想為自己的理想任性一次.」

格蘭特母親: 「你的任性有可能會令你將來賭上身體, 你明白嗎?」

格蘭特父親: 「老婆, 先不要這麼動氣. 格蘭特, 大家明白你是為夢想而作這決定,
但想我亦想你明白你在家人的心中是有多重要. 從小到大你的兄長有多保護你你應該知道吧,
他們也不希望你受傷. 但始終決定權在你手, 我希望你理性考慮一下再作決定.」



這個晚上, 格蘭特又像半年前一樣, 因為家人的話而失眠, 但不同的是格蘭特這次下了決定, 不再後退,
希望繼續追逐他自己努力尋覓的夢想.

在比賽的訓練組別, 與以往的隊友非常不同, 當中有不少皆是將來的NFL球員, 甚至是明日之星,
隊長艾拿甚至被視為將來的NFL巨星之一. 格蘭特與他們訓練時非常緊張, 不敢有任何失誤影響球隊,
但因為身邊的隊友全都是從小開始受嚴格訓練, 格蘭特每次訓練都並不太能跟上他們的步伐,
自責的感覺又再來臨. 因此他訓練過後依然堅持著加強訓練, 教練依舊協助他. 

一個多月後, 教練批准格蘭特與其他三位一同晉升上來的隊友在一星期後開始隨隊到不同地方比賽,
但格蘭特只能擔當替補的替補, 而其中兩位一同晉升上來的隊友已能擔當替補中的重要角色.
即使格蘭特在一星期後的比賽有沒有上場機會依然是未知數,
但他在這星期對自己的要求和訓練更加嚴格.

終於去到比賽日, 格蘭特非常興奮, 想不到自己能踏上美式足球隊比賽的場地, 逼不得已為球隊貢獻.

可是首五場比賽, 格蘭特並沒有上場的機會, 只是在場邊準備, 沒有上場.

去到下一場比賽, 由於球員輪休, 格蘭特終於有機會上場, 成功以接球員的替補角色上陣.
但首場比賽以及之後的幾場比賽, 他的表演亦一般, 畢竟之前並沒有比賽經驗,
緊張情緒的困擾亦有影響, 經常沒法躲開防守, 沒法接到球, 更不斷被撞倒..

直到他第三次上場機會, 才能刻服情緒, 雖然依然沒有得分, 但總算有進步.

去到第五次上場, 是次比賽是對上宿敵隊伍的比賽, 對他而言亦是一次非常大的轉變.

由於正選球員受傷, 教練給予他在下半場上陣的機會, 以完成這場比賽.

下半場哨子響起, 格蘭特開始躲開對方的防守, 給予四分衛尋找空位傳球給他. 多次的失敗後,
格蘭特這次很敏捷的成功找到空位跑出躲開最近的防守員, 四分衛成功把球傳給他,
他拿著球開始奔跑, 繼續躲避, 最後在達陣線前二十碼被拉到.

但格蘭特開始找到手感, 更開始找到比賽的節奏. 

來到下一次進攻, 格蘭特在後方準備接球進攻, 格蘭特再一次敏捷地跑出, 更成功撞開一位防守球員,
成功跑到達陣線. 格蘭特終於成功達陣. 為球隊分數與敵隊戰平.

找到手感和節奏的格蘭特, 在這場比賽始乎非常火熱, 球隊挺過多次攻堅後,
格蘭特上場作最後一次進攻. 為了針對格蘭特, 敵隊更換了人選去防守格蘭特, 即使格蘭特速度很快,
但對方在防守瑞針對接球員的加強亦使格蘭特非常吃力.
最後去到30碼時, 格蘭特決定以踢球方式結束進攻. 對他而言是一個賭博,
但時間不足之餘對方防守非常堅固, 因此他只可一搏.

最後置球員在前方接球後, 格蘭特隨即踢球. 

球進了燒烤架, 成功取得三分, 格蘭特為聖母大學領先三分.

去到最後一波防守時, 聖母大學成功死守, 分數是21比18, 格蘭特取得九分為本場賽事隊內最高,



與隊內最佳防守球員成為本場賽事的功臣.

接下來格蘭特開始找到比賽的節奏和手感, 每次得到上場機會幾乎都有得分,
甚至在一場關鍵賽事拿下15分個人新高. 即使在他大學第一及第二年,
與球隊在NCAA比賽中的成績表現也一般, 但他的名字除了吸引到教練的目光外,
甚至開始吸引到外人的關注.

直到他在大學的第三年, 加入美式足球隊擔任外接員兩年的格蘭特已開始掌握這位置的技巧,
而教練看準他反應敏捷, 以及他的體格和速度, 希望他除了擔任外接員亦嘗試擔任防守組的防守後衛,
成為一名攻守一體的全能球員. 

言而, 格蘭特在防守端的表現甚至比進攻好, 教練更決定針對格蘭特來制定戰略.

以往所以比賽時間皆擔任進攻組球員. 而在第三年開始, 他有一半時間是擔任進攻組球員,
另一半時間卻是防守組的球員, 很快地格蘭特卻因攻守一體的全能性而打響名堂, 甚至成員潛力球星.
在季尾的一場比賽中, 他更打出個人代表作, 除了在進攻組貢獻一次達陣及一次射球外,
在防守組更把對方球員逼到對方的得方區擒抱,
最後球隊更拿下勝利, 格蘭特除了是這場比賽中攻守兩方的最佳球員外,
更一球成名成為了討論度極高的名星球員, 更被譽為下一位如查克·貝德納里克的全能球員.

 



第三章—成名之路

從大學第三年開始, 格蘭特以他獨特的打法及成績打響名堂, 可惜愛爾蘭戰士隊中的潛力球員並不多,
距離NCAA冠軍仍有一段距離, 自格蘭特加入幾年來球隊都只是打出一般成績, 連季後賽也沒能打進.

格蘭特希望在他大學最後一年, 能帶領愛爾蘭戰士隊打出一次好成績, 以奪冠為目標. 在休賽期間,
他對自己的要求更加嚴厲, 甚至對隊友也是, 每次訓練都盡全力, 冒求突破自己的極限,
球隊的隊長也以他為榮, 甚至加入他一起留下自行訓練.

很快地一個假期過去, 格蘭特在大學的最後一季開始了.

格蘭特在這季的表現非常出色,
除了球隊隊長及另一位亦被視為明日之星的球員, 格蘭特甚至開始被視為球隊的第三巨頭.
在開季首場比賽他的表現已非常亮眼, 以兩次達陣及出色的防守取得球隊的首勝. 最後在賽季結束時,
在10多場比賽中共取得20次達陣, 是本季聯盟中最多達陣的球員之一, 而球隊本季卻有10場勝利,
成功打進分區冠軍賽, 可惜最後敗陣告終,
但這場分區冠軍賽可說是格蘭特及球隊在大學比賽的代表作之一, 即使敗陣下來,
比賽過程非常熱血精彩...

面對著傳統強隊, 愛爾蘭戰士隊並沒有退縮, 一開始格蘭特接到四分衛的球便發起猛攻,
避過對方第一位防守者後便衝向達陣線. 可是, 對方知道格蘭特的速度非常快,
防守格蘭特的球員是對方教練針對格蘭特而派上場的, 即使輕易避開第一位, 亦很難避開所有對手.
連續數次的攻擊的遭到對方的欄置, 無法擊破他們的防守, 最後更無法得分下結束一次進攻.
換對方進攻時, 格蘭特持復仇的心態, 冒求要鎖死對方的接球員. 對方第一波進攻開始,
四分衛把球傳給接球員, 格蘭特成功在他接球後擒抱阻止前進. 在之後的進攻, 在格蘭特嚴密防守下,
對方一樣沒能得分.

在整場比賽都持續著這個景況, 直到第三節, 格蘭特休息時, 對方成功突破防守,
達陣得分, 愛爾蘭戰士隊落後6分. 其後格蘭特上場, 成功把對方守死, 但無法阻止對方踢球員的射球,
共落後9分, 以9比0落後, 但時間已到第四節.

在最後一節, 格蘭特返回進攻端, 接到球後他便猛衝, 接二連三地避開防守者,
可惜在最後二十碼被撞到. 格蘭特沒有選擇踢球結束, 而是希望以接球達陣方式完結進攻, 非常冒險.
四分衛把球遠傳到在對方達陣線的格蘭特, 格蘭特成功跳高接球, 達陣! 比分差距拉到9比6.

格蘭特一直在進攻及防守端徘徊, 冒求以己身之力帶領球隊取勝. 可惜時間已到,
最後一次的進攻失敗了, 愛爾蘭戰士隊最後以3分差敗陣.

但六年來首次重返分區冠軍賽的愛爾蘭戰士隊, 這次敗北沒有被球迷怪責, 反而欣賞他們的拼搏,
憑著堅持和努力帶領球隊在6年後重返季後賽. 格蘭特更因在冠軍賽的拼命打法,
被視為「愛爾蘭之子」.

很快地, 格蘭特在這4年的大學生涯便結束了, 而他卻選擇參與NFL選秀, 希望能完成自己的夢想.

但格蘭特畢竟只是在大學時才冒起的一位球員, 而且年資少,
即使他負出了極多努力追上從小開始訓練的球員, 但外界的眼光對他依然是帶有質疑的,



而且每年選秀會都巨星雲集, 不少球員由高中時已開始受到關注,
格蘭特能入選的機會少之又少. 格蘭特很擔心自己會在選秀中落選, 沒法完夢, 所以打算先找後路,
好讓自己在大學畢業後繼續生活.

直到選秀當天, 格蘭特前一晚已緊張的無法入睡, 所以很早便起床梳洗, 獨自前往選秀會場. 

雖然家人並沒有陪伴他, 甚至口中說反對他參與這運動, 但其實大家都在家中看著電視,
心情與格蘭特一樣緊張.

而在選秀大會現場的格蘭特, 心情便由緊張慢慢變成失落...

第一輪選秀開始後, 在大學時已是熱門球員的人選很快地在首10順位已被選走, 而在第18順位,
便是他在大學球隊時的隊長,
眼見曾被認定是明日之星的隊長也在18順位才被選走, 格蘭特認為自己能進入NFL的希望是少之又少,
已有心理準備在選秀會當全程觀眾.

可是, 去到第一輪選秀尾聲時, 突然在第30順位聽到: 「坦帕灣海盜隊, 選擇 吉米.格蘭特
來自印第安納大學, 身高6英尺8英寸, 體重103公斤」

格蘭特聽到這句時, 在想自己是不是聽錯, 但當看見燈光照著他, 身邊的人對人鼓掌說恭喜,
他才知道...他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