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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权威发布

用头顶球倒地 换到场边突然昏厥

对于王邦俊所在的正东国际球队的队员们

来说， 这场悲剧来得毫无征兆。3日下午3点，大

雨突袭成都，但在四川大学的足球场内，正东与

另一支球队的比赛并没有因雨而推迟。 作为球

队的左边前卫，王邦俊在大雨中上场拼杀。

球队队长林科（化名）回忆说，意外发生在

球赛开始后约20多分钟时，“当时是一个前场

任意球，前腰罚球后，门将扑球时球脱手了，王

邦俊就用头去顶这个球，但没有顶到，他重重地

摔在地上，而足球刚好在他身下，在他的腰腹位

置磕了一下。”

林科说，当时，王邦俊面露痛苦之色，并大

声喊痛，他在场上躺了一分多钟，但之后就站了

起来。“我们问他还行不行， 他说问题不大，还

可以继续打。”

考虑到王受了伤，球队还是把他换了下去，

让他站在场边观战。比赛继续，刚开始打，林科

突然听见对方球队的后卫在喊：“快打120，有

人晕倒了。”林科跑过去一看，站在场边的王邦

俊已经晕倒， 口吐白沫。“我们立即拨打了120

急救电话，同时对他进行简单的急救，一直掐他

的人中。”

悲剧发生 脾脏破裂失血身亡

拨打120后，很快，医护人员来到球场，将受

伤的王邦俊送入医院抢救。

在被抬上担架时，林科记得，王邦俊醒了过

来。“我问他听得到不？他说可以。医生问他多

大了，我们说28岁，他还说了句：还没满28岁。”

王邦俊迅速被送入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抢

救。“医院照了片，发现他的脾脏破了，整个腹

腔里都是血，医院对他进行了脾脏切除……”

队员们给王邦俊的母亲杨女士打了电话，

身在广元的杨女士立即通知了王邦俊的舅舅杨

先生，杨先生也赶到医院。“我听到这个消息时，

完全被打蒙了，车都不知道怎么开了。”杨先生

赶到医院，医生告诉他，王邦俊出现了大出血，

止都止不住。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被送到医院时，王邦俊

的脾破裂，而且破裂位置靠近大血管附近，导致

流血不止。“总共失血量在5000毫升左右， 这已

经接近一个正常人的全身血量。”下午6点25分，

经多次抢救无效后，医院宣布了王邦俊的死讯。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在杨先生提供的

《居民死亡原因医学证明书》上看到，王邦俊的

死因为：“脾破裂，失血性休克。”

2014年“雪花勇闯天涯挑战未登峰”全国

队员招募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四川区域选拔活

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据悉，四川区域雪花勇闯

天涯绵阳站、宜宾站（含宜宾、自贡）、攀枝花

站、雅安站（含雅安、邛崃、大邑、汉源、蒲江）

等四个城市选拔赛已于上周末相继落幕，优胜

者将晋级省级选拔赛“穿越新都桥 探秘甲根

坝”。其他城市选拔赛也将陆续开展，许多选

手已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剑指8月中旬的省

级决赛。据悉，2014年“雪花勇闯天涯挑战未

登峰”全国队员招募始于今年6月，四川区域

选拔活动专题则在7月全面开通， 主要在全川

一线城市开展，面向川内招募勇士，比赛中体

能及综合素质最优异者将与全国各地的优胜

者一起，在9月中齐聚雪花勇闯天涯挑战队伍，

踏上挑战未登峰的征程。

绵阳站、宜宾站（含自贡）城市选拔赛于

7月26-27日拉开大幕， 比赛场地分别在绵阳

药王谷和宜宾龙头山， 比赛形式都以徒步为

主，考验勇士的体能与毅力。前来参与的勇士

们个个装备专业，墨镜、背包、专业徒步鞋样

样不落。参赛者黄先生表示，他平时就是一个

热爱健身、热爱运动的“户外达人”，此次为

了冲击 “新都桥”， 特地赶到宜宾来参加比

赛，他会尽全力争取拿冠军。虽然烈日炎炎，

气温攀升， 但也不影响勇士们参加比赛的热

情，大家在山间小路上你追我赶，毫不相让。

热辣的阳光和山路上的沟沟坎坎考验着勇士

们的毅力与体能，不断上坡下坎，看似无坚不

摧的运动健将也变得气喘吁吁、 汗水淋漓

……长达几十分钟的体能较量， 在自然和人

为的双重筛选下，晋级者终于产生了，他们将

进入省级晋级赛的大名单。

据悉，“雪花勇闯天涯” 活动由华润雪花

啤酒（中国）有限公司自2005年发起，今年已

经进入第十个年头。勇闯天涯活动每年都会设

立一个新的挑战主题， 从雅鲁藏布大峡谷，探

索长江源，远征国境线，到极地探索，挑战乔戈

里，共攀长征之巅，从穿越可可西里，冲破雪

线， 到翻越喜马拉雅……活动负责人表示：很

多人认为2013年勇闯翻越喜马拉雅已达到巅

峰，很难再突破。其实勇闯无边界，挑战无极

限， 我们要挑战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高峰，更

是心理上的高峰。以“未登峰”为目标，不只是

在大自然中挑战极限，也是不断开拓、永不止

步的精神体现。 每一次有未登峰被成功登顶，

都象征着人类对世界认知的进一步推进，每一

个踏上未登峰的足迹，也许就代表着人类的第

一步！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共同发扬勇

闯精神，在挑战中提高自我，获得继续前行的

勇闯力量。

如果您自认身体素质极佳、 意志力过硬，

且狂热喜爱徒步穿越、定向越野、野营、攀岩、

山地自行车等多种户外挑战运动，那么就千万

不要错过这次对从来无人登顶的山峰进行挑

战性、开拓性攀登的机会。让我们共同见证您

踏上人类从未登顶的山峰，完成人类尚未完成

的超越！搜索雪花勇闯天涯或关注新浪官方微

博（@雪花欢乐四川、@雪花勇闯天涯），即可

了解活动详情和最新的报名信息。

2014勇闯天涯勇士大集结 川内四站选拔赛完美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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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套电子警察

今起抓拍处罚

成都交警根据中心城区主干道、交

通热点地区的实际交通状况， 在茶店子

客运站、北门车站、石羊场客运站、五块

石客运站、新南门客运站、昭觉寺客运站

和天府大道中段世纪城地铁站等七个客

运、地铁站点周边道路，设置了17套固定

电子警察抓拍设备和12套高清球机（全

球眼）抓拍设备，从8月11号（下周一）起

启用， 对上述站点外的机动车违法停放

现象进行严格管理。

因此，进入该禁停路段、区域的机动

车一律不得临时停车或长时停放（执行

任务的特种车辆除外）， 出租车在规定

的区域内，严格按照“即停即走”原则通

行。违法乱停放的处罚款100元、记3分。

【七个站点周边停车指南】

新南门客运站停车点位：

1.新南门客运站（地址：新南路2号，

性质：院内，数量：30车位）

2.牡丹名苑（地址：十七街，性质：地

下，数量：20车位）

3.川大置业（地址：临江中路，性质：

院内，数量：60车位）

4.交通饭店（地址：临江中路，性质：

院内，数量：20车位）

5.致民路（地址：致民路，性质：路

面，数量：40车位）

6.龙江路（地址：龙江路，性质：路

面，数量：29车位）

7.胜利新村（地址：胜利新村，性质：

路面，数量：60车位）

北门车站停车点位：

1、车站停车场，车位数17个

2、泰宏路占道停车场，白天车位数

33个，夜间车位数97个

3、恒德路占道停车场，白天车位数

21个，夜间车位数21个

4、泰宏路与马鞍山路交叉路口院内

停车场，车位数30个

五块石车站停车点位：

1、车站停车场，车位数25个

2、北城天街商业区（五福桥东路1

号），车位数2000个

茶店子客运站停车点位：

1、车站停车场，车位数50个

2、冰川停车场（位于金牛立交桥下

往茶店子车站方向外侧辅道旁）， 车位

数200个

3、蜀跃东路占道停车场，车位数40个

石羊客运站停车点位：

1、国防乐园停车场，车位数80个

2、 石羊客运站后门临时占道停车

场，车位数80个

世纪城地铁站停车点位：

艺展中心停车场，车位数80个

昭觉寺车站及周边，暂无停车场点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宜宾站合影

一年73场坝坝球，93粒进球，32次助攻

视足球为生命，3日球场殒命，27岁。

足球死忠 终于球场

“妈妈，我不得去踢球”

在所有人的眼中，王邦俊一直以

一名狂热的足球爱好者的形象存在。

昨日下午，王的母亲杨女士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 王邦俊从小热爱足球，他

把自己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

了足球上。

“从读初中的时候开始，他就喜

欢足球，老家的房间里，贴满了足球

明星的海报， 他自己也买过几个球，

有空就踢球。”杨女士说，对于儿子

的爱好， 家人最初并没有持否定态

度，直到王邦俊在一次足球比赛中受

伤。“因为踢球， 他受伤断过两次

腿。”杨女士说，大前年的一次坝坝

球比赛中， 王邦俊的腿被踢断了，后

经治疗才得以恢复。 但仅仅一年后，

他在另一场比赛中， 再次腿部受伤，

腿骨断裂。

频繁的意外让家人开始强烈反

对王邦俊参与这一高对抗性、高风险

的运动。“从第一次他的腿断了后，我

们就不让他再踢球。 因为踢球的事，

我没少说过他。” 王邦俊的舅舅杨先

生说，此后，王邦俊当着他的面，再也

不提足球。

王邦俊目前在舅舅杨先生开的

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上班，杨先生时刻

监督着，不让王去踢足球，“我经常问

他周末去做什么， 他说打羽毛球、打

网球。”就在事发的几天前，王邦俊的

母亲杨女士给儿子打电话， 电话中，

她问儿子最近有没有去踢足球。“他

说，没有，妈妈，我不得去踢球。”

踢球很拼“没有自我保护”

但事实上， 王邦俊一直瞒着家

人， 在空闲时间踢足球。“据我所知，

他至少加入了三支球队，每周至少要

踢两场球。”林科说。

在林科的眼中，王邦俊技术很不

错，上场拼抢厉害。“他比较‘拼’得，

但没有经过系统训练，在做一些拼抢

动作时，没有自我保护动作。”由于技

术不错，拼抢厉害，王邦俊还获得了

“正东桑切斯”（智利球星）的绰号。

此前曾和王邦俊一起踢球的一

名坝坝球队球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王邦俊大多数时候都是打前锋位置。

林科说，王邦俊是利物浦队的狂

热球迷， 利物浦队的所有比赛他都

看， 最喜欢的足球明星是杰拉德。今

年世界杯期间，只要时间允许，他就

会守候每一场比赛：“他看了超过半

数的比赛，如果遇到周末，他就一场

也不会落下。” 王邦俊的舅舅杨先生

说，王曾通宵看球赛，第二天又跑去

踢球。

王 邦 俊 的 新 浪 微 博 “7 号

-Valeron” 永远地停在了8月2日。这

个微博，大部分发布的内容都与足球

有关，8月2日下午3点12分，王邦俊发

布的最后一条微博是：参与了中国球

迷最多的外国足球俱乐部投票。他投

给了利物浦。

8月3日下午3时，大雨中的四川大学球场。头球后，27岁的王邦俊摔倒在地，身体重重地磕在了足球上。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是，几分钟后，王邦俊突发昏厥，口吐白沫，随后被送入医院急救。3个小时后，医院宣布了他的死讯：脾脏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王

邦俊发生意外时，正在参加一场草根联赛（俗称坝坝球）：他所在的正东国际球队对阵龙门阵球队。

王邦俊是一名狂热的足球爱好者，他在自己的微博中统计了去年一年的成绩：73场比赛，平均一周1.4场，这个比赛频率已超过许多专业

足球运动员。王的舅舅和母亲称，此前，王邦俊曾在踢足球时两次受伤导致腿骨骨折，家人因此严禁他再接触足球，但他仍瞒着家人踢球。

这并非是成都坝坝足球发生的第一起悲剧，相对于悲剧本身，如何应对坝坝球产生的风险，避免更多的悲剧，或许更值得人们思考。

交管局在西源大道与天源路交叉路

口、西源大道与天瑞路交叉路口、九里堤

南路8号丁字路口、三环路蓝天立交内侧

辅道非机动车道入口、 三环路蓝天立交

外侧辅道非机动车道入口、 三环路主道

天府立交至益州大桥段、 建设南路与建

设南支路交叉路口、杉板桥路、金辉路与

蜀鑫路交叉路口、丝管路、通顺桥街、新

园大道与仁和街交叉路口、 新中街与朝

阳街交叉路口、 天府二街与南华路交叉

路口、大学路与临江路交叉路口、西华大

道与金芙蓉大道交叉路口等路口、 路段

设置了19套电子警察抓拍设备。

即日起，对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违

法变更车道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处罚。

7区域设电子警察

下周一起正式抓拍

狂热爱好者绿荫场的悲剧

虽然是业余球队，但王邦俊所在的正东国际球

队装备和规则相比于其他草根球队来说， 较为正

规。“我们都有护腿板， 穿的是塑胶钉鞋， 也有裁

判，比赛前也会进行热身，以防止意外。”林科说。

川西业余足球联盟是一家非营利性民间体育

组织，目前组织20多支球队进行比赛。这家组织的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为了防止运动

伤害，球员上场时，戒指、项链等饰品都要取下来，

也规定队员必须带护腿板，“但还是避免不了受

伤，玩业余足球的大部分都是30岁左右的发烧友，

年龄大了， 又没有专业的训练保持体能和身体机

能，受伤的可能性更大。”管理的松散也是导致球

员受伤的原因之一。上述工作人员称，“有些队管

理比较好，就集体做热身运动；有些管理不严格的

就很水，甚至略过这个环节。”一些坝坝球队甚至

出现队员伤退无人可派的情况。 球迷许先生参加

的一次比赛中， 对手因伤病过半， 最后因无人可

派，只好现场向他们借了一些替补队员。

从事多年运动医疗的王医生也是一名专业足

球队队医，在他看来，坝坝球队风险性高主要来自

几个方面：“一是身体素质、年龄参差不齐，有些

人实际上并不适合参加剧烈运动； 二是很多球队

赛前不热身；三是坝坝球队队员缺乏专业、系统训

练，缺乏自我保护技巧。王医生建议，坝坝球队队

员应定期体检，特别是心脏功能；另外，比赛应该

有相应的防护设备，最后，业余球员还应掌握更多

的专业足球技巧，做好自我保护。

相关专家建议，从事这一高危的运动，就必须

要有思想准备，购买相关的人身意外保险。

他曾两次踢断腿

仍瞒着家人继续踢

今年高考， 凉山州盐源县小学教师谢某

的女儿考上了复旦大学， 她请了20多名亲戚

朋友一起吃饭，结果被群众举报，盐源县纪委

进行了制止。8月2日，凉山州纪委官方网站对

谢某召集20多名亲朋聚餐的行为进行了严厉

批评教育及通报曝光， 并要求谢某作出深刻

的书面检讨， 并对该小学校长及主管局的局

长进行诫勉谈话。

盐源纪委：通报是一个警示作用

谢某是凉山州盐源县卫城镇中心小学的

女数学教师，从事教育工作24年。今年，谢某的

女儿被复旦大学录取。7月19日，谢某请20多个

亲戚朋友在县城一家山庄聚餐。 当日下午4点

过，盐源县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对谢某办升学

宴的行为进行了取证，并当场进行了制止。

8月3日， 谢某在首度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自己不是党员，女儿考上了大学不容易，

请亲戚朋友吃个饭就是为了高兴，没发请帖，

没有奢侈大宴，也没收礼金，最后纪委来了，

连饭都没吃成。最后，没想到自己成了被通报

批评的对象，自己也有些想不通。

8月2日，凉山州纪委官方网站对该事件进

行了通报。8月3日晚， 凉山州纪委官网再次对

“教师为女儿考上复旦办升学宴”事件做出回

应，通报了该事件过程、处理依据、处理过程

等。通报称：“谢某，盐源县卫城镇小学教师，

中共党员。配偶系县车队工作人员。通报称，7

月19日下午3点51分， 盐源县纪委党风室接到

群众举报，县纪委工作人员到场时，宴席已经

散场，还有近20人在现场打麻将。经询问，参与

宴请的人员与举报事实基本相符，不仅有家人

亲戚，还有单位同事和朋友，县纪委工作人员

对此进行了全程摄像记录。”凉山州纪委的工

作人员表示，官方回应是谢某在接受纪委调查

时陈述的，之所以通报与谢某接受媒体采访的

说法有出入，是因为谢某说了谎。

据盐源县纪委监察局局长李树林介绍，

当地乔迁、子女升学办酒十分盛行，很多人苦

不堪言。盐源县在2013年印发了《中共盐源县

委办公室 盐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严禁

操办乔迁敬火、 子女升学等喜庆事宜的补充

通知》，严禁全县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

单位所有干部职工及农村村组干部借子女升

学违规举办“升学宴”和“谢师宴”。“在日常

工作中，我们也通知教育部门，逐一让学校给

老师传达这一通知，不能违规办酒，办酒必须

申报。” 李树林介绍， 饭馆老板说的确摆了3

桌。而在对参与的教师进行调查时，有人说给

了礼金。 李树林介绍， 当查到谢老师的情况

后，纪委部门对她进行通报，只是想起一个警

示作用。

当事人回应：后悔为女儿办升学宴

昨日，谢某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天确实

对媒体说的信息有误，她是一名党员。事发第

二天，她已经到纪委说明了情况，给纪委说的

都是属实的。

谢某说，她也知道不能违规办酒。但是，想

到女儿考上个好大学不容易， 就请了3桌亲戚

朋友聚聚，一起高兴高兴。“每桌大概是300元

左右的标准。当时真没考虑那么多。”谢某说，

没想到自己成了新闻人物，“本来是件好事，

没想到却变成了一件坏事。”谢某表示，她承

认自己有错，“我真的很后悔办这场宴席，早

知道这样我就不办了。”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办升学宴被纪委通报 盐源小学老师：我错了

30岁左右的发烧友

缺乏专业的训练

只有一颗爱足球的心

怎么行

坝坝球意外频发

■2012年3月25日，一

名业余足球爱好者在高新

区迪卡侬体育用品超市旁

的足球场踢球时， 突发心

肌炎死亡，年仅33岁；

■2013年11月7日，一

名年约50岁的男子， 在成

都仁德五人制球场进行锻

炼时，突发脑溢血逝世；

■2014年5月15日，一

名踢坝坝球的球友上场

后七八分钟即倒下，120

赶来后抢救半小时宣布

其死亡……

？

王邦俊球场上的英姿

扫码看新闻

小孩悬挂窗外

邻居徒手

爬5楼救下

责编 徐剑 编辑 吴林静

美编 梁琼 校对 张德顺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