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堡惨案”重大进程

亚冠两连败， 亚冠卫冕冠军广州恒大甚

至有在末轮被淘汰的危险！昨日，恒大在亚冠

G组第五轮中客场0比2不敌墨尔本胜利，继

第四轮客场0比1负于全北现代后， 遭遇两连

败， 由于同组的横滨水手昨日主场2比1力克

全北现代，导致G组在最后一轮之前出现“超

级奇葩”的现象———四支球队全部积7分，广

州恒大最后一轮主场迎战横滨水手， 将遇到

困扰中国国字号球队无数年的 “打平就出

线”的老大难问题。而在昨晚结束的H组比赛

中，贵州人和主场0比1不敌川崎前锋，成为本

赛季亚冠中第一支出局的中超球队。

昨日一战， 广州恒大伤停问题突出，郜

林停赛，迪亚曼蒂受伤。而更大的打击来自

于开场1分多钟， 墨尔本胜利围抢赵旭日成

功后送出直塞，中路前插的申花旧将米利甘

单刀破门。 这场比赛里皮排出的352阵型让

防守颇为吃紧，在被动局面下，里皮果断地

在第21分钟就用荣昊换下赵旭日。

人员的调整也让恒大醒过神来， 第31分

钟埃尔克森为穆里奇送出单刀， 但被对方门

将挡出。 下半场开始后里皮用梅方换下腿部

肌肉感到不适的郑智，阵型变为433，虽然里

皮的变阵稳住了局面， 但恒大一直只开花不

结果，其中穆里奇又获得两次单刀机会，但均

被门将扑出。 肆意挥霍机会的恒大在补时阶

段受到惩罚，最终由特洛伊西破门锁定胜局。

里皮在赛后表示：“我对穆里奇的表现感到

满意，他创造出了机会，虽然没有进球，但正

在逐渐找回状态。”而对于比赛的失利，里皮

认为是中场攻守失衡给对手创造了机会。

由于本组两支积4分的球队都在昨日击

败了积7分的领跑者， 导致G组目前出现四

队同积7分的奇观，恒大、全北现代的进球数

和失球数完全相同，两队也以一个净胜球的

优势并列榜首，墨尔本胜利和横滨水手的净

胜球分别为0和-2。 这也意味着末轮该组将

迎来残酷的生死战，恒大末轮主场对阵横滨

水手，净胜球占优的恒大只需打平，就可以

直接出线。但如果主场输给横滨水手，恒大

则肯定被淘汰。对此，里皮表示如：“我们在

韩国输了球，在墨尔本又输了，如果最后一

场还是无法赢球，那也没有办法。”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综合报道

恒大首尾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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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力度空前

1444名警察被涉及

成都商报：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调

查“希尔斯堡惨案”的？

IPCC

：

2012年10月12日， 在新的调查

结果发布后，我们就向整个英国社会征集

线索和目击者。所有的目击者都可以通过

在西米德兰警局现场报案、网上报案和电

话报案三种方式向我们提供当时现场情况

的证词。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些证词还会

提供给独立调查官斯托达特或负责此案

的验尸官。截至目前，已经有300份目击

证词提供给负责调查的西米德兰警局。

成都商报：

调查有没有遇到警方

的阻力呢？

IPCC

：

经过IPCC副主席

德博拉·格拉斯在英国下议

院的陈词， 下议院秘书

长已经向各个郡的

警察局局长要求召回所有关于“希尔斯堡

惨案”的所有文件材料。所以我们已经得

到了所有的警方材料，这对于我们的工作

十分有帮助。

成都商报：

你们的调查范围有多大？是不

是当时在现场执勤的所有警察都被调查了？

IPCC： 英国内政事务委员会主席基

思·瓦斯向我们提供了一份包括1444名退

休和现役警员的大名单，他们中大部分人

被指控在“希尔斯堡惨案”中未尽全力救

人。调查范围涵盖了涉案的西约克郡警局

（其中包括局长诺曼·贝蒂森在内）、 南约

克郡警局和负责调查此案的西米德兰警

局， 我们是在调查英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的

警方失职事件，调查的力度也是空前的。截

至上个月，我们已经发表了15份调查公告。

45万页证词

13名警察涉3项重罪

成都商报：

英国高等法院会在近期重

启死因调查，你们会提供什么样的材料？

IPCC

：

从今年年初至今，我们完成了

对首批13名警察的质询工作， 他们涉嫌过

失致人死亡、公职期间行为失当、妨碍司法

公正三项重罪。我们已经将他们的供词提

供给了负责审理此案的戈德林大法官。此

外， 我们对各方调查所得到的45万页证词

材料也将会提供给英国高等法院。

成都商报：

这13名警察是现役还是已

退休的呢？他们在惨案发生那天具体负责

什么工作？

IPCC

：

其中有已退休的也有部分现在

仍在警局工作的，具体材料我们已经递交

给了高等法院，还没开始审理之前我们不

能透露具体的案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其

中有4名警察当时是有掩盖或篡改文件、口

供的嫌疑的。

成都商报：

现在案件的调查进行到了

哪一步？什么时候正式开庭重审此案？

IPCC

：

本来本月初英国高等法院就将

重启“希尔斯堡惨案”死因调查的，但由于

74个家庭希望能够得到最新的验尸报告，

所以需要等待验尸官提供最新的病理学材

料作为呈堂证供， 预计本月29日高等法院

将会正式开庭。

成都商报：

作为调查此案的独立机

构，你们想对“希尔斯堡惨案”的遇难者

家属说点什么呢？

IPCC

：

25年是太长久的等待，时间会

转化成怨愤和怒气，影响到我们的调查

工作。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保持克制

和冷静， 我们将会用细致的工作

尽可能地还原事情的真相。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25年后彻查

1989年4月15日，“希尔斯堡惨

案”发生。

1989年8月，大法官泰勒在他的报

告中指出，南约克郡警方、球场拥有者

谢周三俱乐部、谢菲尔德市政府、英足

总等都存在管理失误的问题， 其中警

察监管不力是惨案发生的主要原因。

尽管他的报告让分隔看台的铁丝网被

拆除，英国的球场都成了全座球场，但

并没有任何责任人受到惩罚。

1991年3月28日，官方宣布惨案属

于偶然事故， 无人应对死难者负法律

责任， 很多死难者家属甚至连赔偿都

没有得到， 南约克郡警方甚至还指责

酗酒的利物浦球迷是导致悲剧发生的

罪魁祸首。死难者家属自发上告，开始

了一场长达二十余年， 至今仍在继续

的官司。

2011年8月，失去耐心的英国民众

发起了大规模的请愿行动， 从小在利

物浦长大的欧文、 巴顿等球星也参与

其中。10月17日，民众的呼声终于得到

了回应， 英国内政大臣特蕾莎·梅表

示，英国政府将公开“希尔斯堡惨案”

的全部文件资料。

2012年9月12日， 调查结果公布，

调查小组发现南约克郡警方在惨案发

生后篡改了164份文件，不利于警方的

证词被删去或是修改了， 警方控制不

力才是惨案发生的主要原因。 英国首

相卡梅伦公开致歉。

2014年4月，英国重新对“希尔斯

堡惨案”展开质询。质询的首席辩护

律师克里斯蒂娜·兰伯特表示，重新质

询时必须对场馆的设计、 比赛前的准

备、警力的安排、球迷的分布和移动入

口处的人数超过规定的情况， 以及警

方的反应等进行调查。

逝去的面孔

不绝的哀思

“希尔斯堡惨案”调查重启，负责该

案的戈德林大法官决定，第一阶段先让遗

属向法庭宣读

96

名遇难者个人小传：他或

她是干什么的，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每个

人的小传只有一百多字，相当于一条微博

那么大，却遗属们的哀思却悠悠不绝。

萨拉·希克斯

（遇难时

19

岁）

维多利亚·希克斯

（遇难时

16

岁）

希尔斯堡遗属委员会主席

希克斯有两个女儿在这次事件

中遇难， 大女儿萨拉为靠近利

物浦队而选了利物浦大学，放

弃了牛津大学；

二女儿维多利亚梦想当体

育记者，“但她的稿子编辑大

概不会用， 因为太偏向利物浦

了。” 老希克斯痛苦地说：“失

去两个孩子， 不仅仅是双重打

击，而是失去了一切：过去，未

来，任何意义。她们俩是相互保

护着一起死去的， 调查已经证

明了这一点。”

帕德里克·汤普森

（遇难时

35

岁）

让汤普森妻子最最难受的

是，现在他们的5个孩子中只有两

个年纪较大的还记得父亲……

宝拉·史密斯

（遇难时

26

岁）

一对年轻而拮据的情侣都是

利物浦的忠实拥趸，但是他们的积

蓄当时只够买一张球票，男友沃

尔特最后将球票让给了女友宝

拉。没想到，这次甜蜜的谦让

竟成了恋人的诀别。沃尔特

至今都在后悔，“如果当

时是我去了，宝拉就能

活到现在了……”

伊恩·韦兰

（遇难时

19

岁）

伊恩·韦兰是一名普通的

工人， 他喜欢U2乐队和艺术。

他的父亲仍对他的离去耿耿于

怀，“我和我的家人这辈子都

要维护伊恩的名誉， 他们绝不

是足球流氓。”

知道一下

英国独立警察

投诉委员会

警

察

涉

罪

现代五项世界杯

今日成都开战

2014现代五项世界杯成都站比赛

今日在双流揭开战幕。 国家体育总局

自剑中心副主任许海峰昨日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 这不仅仅是一次世界杯

分站赛， 同时也是中国现代五项队仁

川亚运会选拔赛之一， 对中国运动员

来说尤为重要。

这是成都市双流县连续第5年举

办现代五项国际赛事， 本次比赛是国

际现代五项联盟世界杯赛， 属于国际

A类赛事， 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40人参赛，其中包括目前国际排名前

10位的男、女运动员。比赛设男、女个

人赛和混合接力赛3个小项。据国家体

育总局现代五项部部长蒋国锋介绍，

今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在比赛规则上

有较多的修改， 更有利于比赛的观赏

性， 这也是本次赛事不同于往年的亮

点。

现代五项从2002年釜山亚运会

后， 就从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里暂

时消失了，直到8年后的广州亚运会才

重回亚运会大家庭。许海峰表示，今年

中国现代五项国家队的主要任务就是

备战和参加今年的仁川亚运会， 这次

比赛也是仁川亚运会的选拔赛，“我

们一共设了5场选拔赛，所有运动员将

选择其中4场最好的成绩计入总成绩，

所以这次比赛也很关键， 大家也都会

尽全力。” 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埃及

站的比赛中， 中国队的表现不错，8名

参赛队员全部进入决赛， 实现了历史

性的突破。

又讯

告别泳坛一年多后，奥运会

18枚金牌得主菲尔普斯在昨日正式宣

布复出， 他回归后的首战已确定为下

周举行的美国游泳大奖赛。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4队同积7分，“国足难题”奇袭恒大

在昨日亚冠小组赛第五轮比赛中，广州恒大与贵州人和双双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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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堡惨案”

改变英国

□

胡敏娟

英国社会对于“希尔斯

堡惨案 ” 的反思从未停止

过。

今年恰逢希尔斯堡惨

案

25

周年，又一本关于希堡

的著作 《现在阳光闪耀》即

将上市 。 本书作者艾德里

安·坦帕尼是一名记者 ，也

是当年惨案的幸存者 。当

时，他浑身是伤地站在看台

上 ，胸口 、胳膊和腿都麻木

了 ，他的眼前 ，人们相互踩

踏、尖叫、呕吐、求救……他

亲眼看着周边人的面孔变

成僵硬的蓝色 ，却 “无力抬

起一根手指来帮助他们”。

惨烈的一幕一直萦绕

在坦帕尼心中，成年后的他

想通过文字，借由足球来介

绍英国的形象是如何从

25

年

前那个悲惨的下午开始改

变的。

那之后发生了什么？面对

当时的惨状，警方撒了谎。南

约克郡警局的局长杜肯菲尔

德对足总官员凯利说，是利物

浦球迷冲开了大门。凯利相信

了他，并对媒体声称，这次事

件利物浦球迷要负全责。英国

小报《太阳报》也火上浇油，发

表了不实的报道：利物浦球迷

阻碍了警方的施救工作，并攻

击了救援人员。利物浦球迷被

激怒了，他们成立了希尔斯堡

正义运动组织，要为自己讨回

公道。而大法官泰勒在报告中

明确指出，警方的监管不力，

才是造成惨案发生的主要原

因。

虽然事件真相至今仍然

“缺席”，但却改变了英国足球

发展的轨迹：改为全坐席后的

英国球场，到现在没有出现大

规模的球迷骚乱和伤亡事件；

英格兰甲级俱乐部集体退出

了足球联盟，组建了英格兰足

球超级联赛。如今，英超已经

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商业

化运作最成功的赛事。

在上周末，英格兰有很

多孩子观看英超比赛，这些

年轻人一定会问自己的父

母，为什么本周的比赛都要

推迟

7

分钟开始， 并且在开

始前都要进行一分钟的默

哀。这是因为惨案发生在下

午

3

点

06

分 （开球后

6

分钟），

所有人都希望将这

6

分钟永

远铭记。利物浦的传奇教头

比尔·香克利曾言： 足球无

关生死 ，但高于生死 。多年

来，诸多的球迷都将此言奉

为圭臬。直到

25

年前的那天，

人们才重新开始考虑足球

与生命的意义。

1989

年

4

月

15

日，在英国谢菲尔德市希尔斯堡体育场举行的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

林的足总杯半决赛中，由于比赛即将开始时还有

5000

名利物浦球迷未能入场，警方临

时开启了出口闸门放球迷进场，但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引导，致使

5000

人涌向同一看

台造成严重的踩踏惨剧，导致

96

人丧生，

200

多人受伤。

“希尔斯堡惨案”25周年祭

昨天是举世震惊的 “希尔

斯堡惨案”25周年纪念日。众多

球迷来到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并

在香克利大门上系上围巾，哀悼

96位遇难者亡灵。

这桩惨案深刻地改变了英

国社会和世界足坛。2012年英

国首相卡梅伦公开向 “希堡惨

案”受害者家属道歉：经过多年

的调查发现， 惨剧的主要成因

并非因为利物浦球迷酗酒闹

事， 而是警察在组织管理和控

制上的不力所致。

本月29日，英国高等法院

将会正式重启 “希尔斯堡惨

案”遇难者的死因调查，当时

涉及事件的警察将成为被调查

的重点。 成都商报记者日前通

过越洋电话采访了与独立调查

官斯托达特联合调查此案的英

国 独 立 警 察 投 诉 委 员 会

(IPCC)。IPCC发言人玛丽·博

米娅通过成都商报首次向外界

证实，有13名警察涉嫌过失致

人死亡、公职期间行为失当、妨

碍司法公正三大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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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于

2004

年

4

月成立， 它是英国司法改革

的一部分。 英国政府为此每年投入

3200

万英镑，保证该委员会能够

独立、 公正地对警察违法

行为进行调查。

英国高等法院本月29日将重启“希尔斯堡惨案”调查

13名警察涉嫌3大重罪

昨日是“希堡惨案”25周年纪念日，成都商报独家专访英国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

惨剧发生时，被挤压在隔离铁丝网后面的球迷痛不欲生

球迷每年都要前来祭奠

惨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