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周鹏昨晚表现出色帮助中国男篮大胜黎巴嫩队，取得亚锦赛5连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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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刚脱离生命危险，他就火速归队参加比赛

一位父亲的千里奔袭
一个团队的人性光辉

“你留在这里，
也帮不上什么忙，
快回去打比赛，这
里的事情都交给
我。
”
——周鹏妻子刘美

是打算瞒着丈夫的，但周鹏在察觉到妻
子情绪低落后不断追问，最终刘美的情
绪崩溃了，哭着告诉丈夫实情。当 25 号周
鹏赶到医院之后，刘美终于有了可以依
靠的臂弯，她的心安静下来，第二天当女
儿度过了 72 小时危险期，病情已经稳定
下来后，刘美便让周鹏赶快回长沙归队，
“你留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快回去
打比赛，这里的事情都交给我。”这实在
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和妻子，值得我们为
她而鼓掌。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与黎巴嫩的比
赛跳球之前，中国
男篮队长周鹏脸色
肃然，不断地搓着
手。在随后的比赛
中，他让黎巴嫩队
攻击能力极强的归
化球员扬布拉德受
到极大限制，中国
队最终 90 比 72 大
胜黎巴嫩，获得亚
锦赛五连胜。而此
时 ，在 688 公 里 外
的广州，周鹏刚刚
满月的女儿重病后
刚刚脱离生命危
险，目前情况稳定，
只是接下来可能会
接受脑部和肺部抽
积水的治疗。在此
前的两天时间里，
在周鹏身上上演的
“一位父亲的奔袭”
故事，感动了所有
的中国球迷……

周鹏与妻子亲密合影

一个团队的人性光辉

给周鹏放假，主帅宫鲁鸣称家
人比亚锦赛更重要

此前对韩国队的比赛中，
已得知女儿病危的周鹏仍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一名队长的艰难抉择

中韩对决前他得知女儿病危，
失声痛哭
25 岁的周鹏，
这位国家队
“定海神针”
一样的硬汉，
在本届比赛中遇到自己人生
中或许最难的一次抉择。
在 9 月 24 日中国
队与韩国队的比赛前，当天中午，周鹏照
例与妻子电话联系，结果却得到一个噩
耗：刚满月的女儿病重，已从东莞医院转
到广州，并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生病体征
微弱。对于一名父亲来说，这个时候肯定
是要陪伴在家人身边，与他们共渡难关，
但作为国家队队长，
目前中国男篮面临只
有夺冠才能直通里约奥运的艰难局面，
场
场都是恶战，
队长怎能置之事外？
在电话里放声痛哭之后，
强忍着巨大
的伤痛，
周鹏在当晚与韩国队的比赛中依
旧首发出场，全场拿下 14 分，帮助中国队
在落后 20 分的情况下完成对韩国队的逆
转。负重前行的周鹏，无疑是最大的功臣

之一。他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因
为他不想影响到大家的心境，
毕竟这次比
赛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太过重要，
但在赛后
的更衣室中，当队友们击掌相庆时，很少
有人发现，
队长坐在角落，
情绪低落。

一位父亲的千里奔袭

看完女儿后，他又赶回长沙参
加比赛
就在周鹏痛苦抉择的时候，教练组
发现了周鹏情绪异常，并询问了情况，
这才得知周鹏的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
事儿。队委会、教练组和篮协的相关领
导很快做出决定：尽快帮周鹏订票，安
排 他 返 回 广 州 看 女 儿 。在 25 日 与 约 旦
队的小组赛最后一场，只安排周鹏打了
开场的三分钟。第二天一大早，周鹏就
赶着最早的一班飞机离开了长沙，赶往
广州某医院去陪伴自己的妻子和她刚
刚出生就患了重病的女儿。

在赶到医院后，看着躺在重症监护
室刚刚 40 天的女儿，周鹏这个七尺男儿，
流下眼泪。这一夜，周鹏几乎没有合眼。
由于孩子病情已经稳定，并脱离了危险
期，而妻子也告诉周鹏，女儿有她和双方
的父母照顾，周鹏留在那里并没有太大
的作用，让他尽快归队。周鹏在艰难的考
虑后，在第二天中午登上了开往长沙的
高铁。当晚与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原本
宫鲁鸣并没有安排周鹏出场，但是在赛
前的休息室里，周鹏主动和队医说：
“给
我绑脚”。比赛还剩 4 分 45 秒时，中国队
大比分领先，主帅宫鲁鸣做出换人的手
势，此时周鹏走到场边，全场安静了几秒
钟，
突然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一位妻子的痛苦挣扎

刘美原本打算瞒着丈夫，但在
电话里却情绪崩溃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周鹏的妻

子刘美，这实在是一位尽职的母亲，也是
一位尽责的妻子。周鹏的女儿是一个月
前在广州出生的，那时候中国男篮正在
欧洲拉练。周鹏并没有亲眼见证女儿的
出生。在女儿出生的 40 多天里，周鹏只在
姚明慈善赛期间，返回广州去见了女儿
一面。在这期间，一直都是刘美和父母在
照顾女儿。
一名与周鹏夫妇关系很好的朋友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孩子生病的起因，是因
为家中保姆感冒传染，原本 22 日在采取
物理降温手段后已经有所好转，但在当
天晚上却突然恶化，发高烧，瞳孔放大，
送往东莞当地医院后发现免疫系统已经
被严重破坏，立刻转往医疗条件更好的
广州，在医生会诊之后，很快被送入了
ICU 儿童重症监护室。此时，在这个最无
助的时候，刘美当然希望丈夫能够在身
边与自己共渡难关，但却又不想因此而
影响到丈夫为国效力。就在这种痛苦的
挣扎中，她接到了周鹏的电话，原本刘美

还有一个让我们高兴的细节，那就
是中国男篮在管理上的人性化。在中国
体育的历史上，
“ 舍小家保大家”的概念
似乎一直流传，但此次中国男篮的决断
却令人感受到温情：主教练宫鲁鸣在得
知这个消息后，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对阵
约 旦 时 ，只 安 排 周 鹏 打 了 开 场 的 三 分
钟。队委会、教练组和篮协的相关领导，
很快做出决定：尽快帮周鹏订票，安排
他返回广州看女儿，并且没有给周鹏限
定归队时间。在中国男篮征战大赛的历
史上，还从来没有队员，因为非伤病原
因而离队。男篮主帅宫鲁鸣说：
“ 家人比
亚锦赛更重要，他的短暂离开不会对中
国队接下来的比赛带来影响。”宫鲁鸣
比谁都更清楚这次亚锦赛的难度，清楚
周鹏对球队的重要性。但是他私下里和
教练组说：
“ 男篮是一个大家庭，希望大
家能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大家荣
辱与共，风雨同舟。”
此外，原本因为 CBA 中的地域原因
而对周鹏多有指责的球迷们，此刻也都
站在了周鹏这一边。在得知周鹏因女儿
病重离队之后，大批球迷在评论中为周
鹏送上了祝福，并为他的小宝宝祈福平
安。有一位北京球迷在微博上留下这样
一句话：
“ 我是一位北京球迷，在联赛期
间我很讨厌周鹏，也骂过他，但现在，我
只希望周鹏的女儿能够早日康复，也能
早点回到国家队，祝福周鹏和他的小宝
宝。
”这一刻，
人性的光辉是如此耀眼。

北京铁人三项赛
参赛选手离世
昨天，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组委会发布
公告称，
“一名参加 9 月 20 日北京国际铁人三
项赛比赛的运动员发生意外，经抢救无效于
今晨不幸离世。我们在此向运动员家属表示
哀悼，请家属节哀顺变。”公告没有点出运动
员的名字，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天比赛中
发生意外的 30 岁选手郭跃，他被送医后被诊
断为脑死亡，
之前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有半程距离和奥
运距离两项比赛，郭跃参加的是奥运距离，
包括 1.5 公里游泳、40 公里自行车和 10 公里
跑步。据《京华时报》等媒体报道，9 月 20 日上
午 9 点 10 分左右，参赛的目击者于先生说，
他在骑行赛到 14 公里处，看到两名参赛选手
在路边停留。其中一位坐在地上，背靠着树，
肩膀上有血迹；另一位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旁边站着两位志愿者，
“其中一位志愿者说，
‘摸摸看他还有没有脉搏’。”比赛当天，郭跃
的父母一直在终点等待，比赛结束后，仍未
看到儿子。后来问工作人员，才知道郭跃发
生意外。
“当天 11 点左右郭跃被送到医院后，
医生称，他没有任何生命体征，肾脏等多个

器官功能衰竭，被诊断为脑死亡。”郭跃的姑
姑说，郭跃当时停止呼吸 10 多分钟。郭跃在
医院一直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与郭跃一同
倒地的另一名选手是受伤，没有生命危险。
对于此事，郭跃的家属有两个疑问，第一，为
什么 9 点 10 分左右出事，近两个小时才被送
到医院，第二，事发后承办方并没有第一时
间通知家属。
组委会随后公布了 20 日事件经过，8 点
37 分选手完成游泳比赛开始自行车比赛，9
点 10 分至 9 点 28 分期间，赛事巡场员看到郭
跃在自行车赛段 14 至 15 公里处倒地，立即
进行了报告，医疗保障应急机制启动，赛事
摩托车率先抵达事发现场，并立即开展抢救
工作，9 点 28 分载有医务人员的赛事救护车
抵达事发现场，并继续抢救工作；9 点 45 分救
护车抵达赛事指定医院，
之后进入抢救室。
事发一周后，郭跃离开了人世。组委会
宣布消息后，不少参加过铁人三项比赛的网
友都替郭跃感到悲伤，有网友甚至指出：
“组
委会在公布结果时没有说明郭跃的名字，是
对死者的不尊重。
”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狂人“回家”与卡西仇人相见
欧冠小组赛第二轮将在本周中拉开战
幕。虽然明日凌晨第一比赛日并没有举世瞩
目的焦点大战，但切尔西做客波尔图一战还
是有诸多看点。众所周知，波尔图是切尔西
主帅穆里尼奥成名之地，穆里尼奥曾率领波
尔图夺得过联盟杯和欧冠两座冠军奖杯，至
今，波尔图俱乐部还有一尊穆里尼奥的塑
像，以纪念狂人为俱乐部所做出的巨大贡
献。这次穆里尼奥以对手的身份重返“巨龙
球场”，波尔图球迷是用掌声，还是嘘声来迎
接昔日的英雄主帅呢？
除了穆里尼奥“回家”之外，本场比赛另
一个看点是穆里尼奥又将与卡西利亚斯重
逢。在穆里尼奥执教皇马期间，他与卡西之
间的矛盾不断。另外，如果卡西在这场比赛

中出场，将创造 152 场欧冠正赛出场的纪录，
从而超越哈维的 151 场，独居欧冠历史出场
总数第 1 位。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欧冠直播
明日凌晨 02：
45
巴萨 VS 勒沃库森
CCTV5
拜仁 VS 萨格勒布迪纳摩
风云足球
波尔图 VS 切尔西
CCTV5+

皇贝免费青训 前国门带着儿子来体验
上周周末，
“李贝贝”李伯清一手创建的
皇家贝里斯足球俱乐部针对 4-12 岁的青少
年，推出了三期免费青训体验，前成都五牛
队主帅张林海在被正式聘为皇贝俱乐部总
教练后也重返足球圈，带领着皇贝俱乐部的
教练们开始了新的育苗之路。
这次共有 40 多名小球员通过成都商报体

育部微信公众号
“多动阵”
报名参加了皇贝俱
乐部的免费青训，
在上周六早上的青训体验开
始前，
前四川全兴门将、
前国脚、
现中超长春亚
泰主力门将宋振瑜意外地出现在了皇贝俱乐
部。
原来近期返回成都养伤的宋振瑜听说张林
海在这里开设青训体验班后，
专门带着 5 岁的
儿子宋明伦过来。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责编 李东 包程立 美编 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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