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足联官方推特：
希望无与伦比的克鲁
伊夫尽快康复，这只不
过是你要征服的又一
次挑战而已。
■荷兰足协：我们与约翰、
他的夫人和家庭同在。
■梅西（巴萨球员）：加
油振作起来！克鲁伊夫！
■巴萨俱乐部：约翰，你
会再次获胜！整支俱乐
部都在你的身后。
■贝尼特斯（皇马主帅）：
不管你支持什么队，我们
在谈论一名传奇。希望能
早日找到一个解决的办
法。体育让所有人聚集起
在一起，希望他早日康复。
■科曼（南安普敦主帅、
克鲁伊夫弟子）：克鲁伊
夫是人生的赢家——作
为球员他是赢家，作为
教练也是个赢家。我希
望他也可以在与病魔的
战斗中取得胜利。
■伊涅斯塔（巴萨球员）：
我全力支持克鲁伊夫和他
的家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莱因克尔（英格兰足
坛名宿）：非常遗憾听到
了你罹患肺癌的消息，
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疾
病。在这场战斗中，希望
你一切都好。
■古利特（荷兰足坛名
宿）：我知道的，你是一
个斗士，在赢下了很多
场战斗之后，你也会赢
下这一场。
■安切洛蒂（意大利著
名教头）：你一直是一个
赢家，这次也是如此。最
诚挚的敬意。

愿你赢下愿你赢下
这场比赛这场比赛

各界关注

克鲁伊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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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为成都商报
撰写独家专栏

尽管克鲁伊夫没有在
国家队级别的比赛中赢得
过冠军，并且只代表荷兰
队参加过一次世界杯（获
得亚军），但他对足坛的贡
献却无疑可以与像贝利、
贝肯鲍尔和马拉多纳这样
的天皇巨星比肩。

作为球员，克鲁伊
夫是同龄人中的杰出代
表之一。他会讲英、德、
法和西班牙语，3次当选
欧洲最佳球员。退役后
作为教练克鲁伊夫也是
一流的，他带领阿贾克
斯队和巴塞罗那队取得
的成绩是最好的凭证。

克 鲁 伊 夫 成 功 的
秘诀在于他对足球的
挚爱，他在对新技术的
不断探索中也使得足
球运动不断地走向完
美。最近三年，我们曾
三次邀请到克鲁伊夫
为《成都商报》撰写独
家专栏，他对于足球运
动的深刻理解让本报
读者印象深刻。

主要荣誉

■1971年、1973年、1974年
欧洲金球奖
■1974年
世界杯最佳球员
■1988年
世界最佳教练
■2006年
劳伦斯终身成就奖
■20世纪荷兰最伟大球员

对于克鲁伊夫患上癌症，目前尚无权威说
法证实其患病原因，但《世界体育报》等媒体表
示这可能与克鲁伊夫过去多年的吸烟史有关。

克鲁伊夫从十几岁便开始抽烟，是众所周
知的“大烟枪”。据《阿斯报》描述，1973年来到
巴萨，克鲁伊夫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做的第
一件事情就是点燃了一支香烟。在当球员时，
由于克鲁伊夫才华横溢，几乎没有教练提醒他
克制自己的烟瘾，前荷兰队教头米歇尔斯当时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多只是处罚克鲁伊
夫到树林里跑步。不过在上世纪60年代，球员
抽烟在荷兰足球几乎不是新闻。1978年世界杯
决赛输给阿根廷队之后，荷兰前锋南宁加便在
更衣室抽烟以排解郁闷之情。范哈内亨、苏尔
比尔和雷普等荷兰名将也是烟不离口，荷兰媒
体在谈到那支国家队时曾评论道，“几乎没有
国脚不抽烟”。有一年欧冠做客德累斯顿的前
一个晚上，克鲁伊夫通知酒店服务人员给队员
们提来一桶啤酒和“足够摧毁一艘战列舰的香
烟”。克鲁伊夫和其他大牌球员们公开承认第
二天人人都处于朦胧的状态。

惟一一个禁止克鲁伊夫抽烟的教练就是
德国人维斯维勒。据英国媒体《Goal》报道，维
斯维勒曾让克鲁伊夫戒烟，但没过多久，德国
人就从巴萨下课了。当时他离开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和克鲁伊夫发生裂痕。克鲁伊夫对外表
示自己与维斯维勒的足球理念不同，但谁又敢

说不是香烟惹的祸呢？
成为教练后，在巨大工作压力下，克鲁伊

夫的烟瘾更是有增无减。据加泰罗尼亚媒体
称，克鲁伊夫每天至少要抽20支烟，最多时甚
至一天要抽掉80支烟，就是4包烟。1978年，克
鲁伊夫曾拍过一支香烟广告，广告中荷兰人认
真地表示，“许多人喜欢抽烟，我便是其中之
一。如果你抽烟，必须聪明地抽，我就选择尼古
丁含量低的香烟，同时兼顾口味……”

1991年2月，克鲁伊夫在与妻子逛街时突
然感到心脏不适。医生认为他能活下来实属

“运气好”，除了要求克鲁伊夫不再承担繁重工
作外，也要求他戒烟。1992年开始克鲁伊夫就
很少碰香烟，时常叼在嘴边的香烟被棒棒糖取
代，他甚至成为巴萨俱乐部一个公益戒烟项目
的形象大使。在拍摄的一部宣传片中，克鲁伊
夫将烟盒像皮球一样一脚踢飞，“我的一生中
有两大爱好——足球和香烟。足球给了我一
切，而香烟差点带走这一切。”

据《世界体育报》的说法，克鲁伊夫完全戒
烟是在1997年，也就是他心脏病复发后。但谁
也没想到，在彻底戒烟十多年之后，肺癌还是
找上了克鲁伊夫。荷兰一位癌症防治专家在接
受《电讯报》采访时表示，“的确有90%的病人是
因为吸烟导致的肺癌。但即便是戒烟很久的人
也有可能患上肺癌，因为他们在戒烟时肺部已
经因为抽烟受到不可逆转的伤害。”

通常媒体都在制造麻烦，但是这个
星期有点不一样了。当我看到有那么多
那么多的媒体在报道我的病情时，我十
分感动。能够得到来自世界各地如此多
的人的支持和祝福，我感到十分光荣。
但这不意味着我很高兴把（患癌）这事
捅出来的媒体。你完全没有考虑到我现
在的处境，这是非常特殊的事情，不该

这样炒作。
荷兰、西班牙俱乐部们的祝福行

动，不只是为了鼓励我，而是鼓励所有
的癌症患者。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鼓励
的行为，在这一意义上，足球和它的球
迷展现出了美好的一面。

对于我的病情，我能说的是，让我
们再等等看看吧。患病的消息公开得这

么快，让我觉得烦恼。我对我身体所有
的认知和大家一样，我只知道我得了肺
癌，但是具体到了哪种程度，我也不知
道。我对这种疾病了解得甚少，只知道
皮毛。我仍然还需要接受医生进一步的
检查，我需要等待更详细的检查结果。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编译10月26日
荷兰《电讯报》）

克鲁伊夫：只知得了肺癌，不知到了哪种程度

足坛震惊足坛震惊：：世界足球名宿克鲁伊夫被查出罹患肺癌世界足球名宿克鲁伊夫被查出罹患肺癌

■国际足联、巴萨、荷兰足坛第一时间表达祝福
■荷兰最顶尖呼吸科医生正在为其会诊并确定治疗方案
■荷兰联赛和巴萨决定在第14分钟暂停比赛为其加油
■克鲁伊夫最近三年曾三次为《成都商报》撰写独家专栏

生命加时赛生命加时赛
一场属于一场属于1414号号de

我的一生中有两大爱好——
足球和香烟。足球给了我一切，而
香烟差点带走这一切。”

——克鲁伊夫

最多时一天要抽4包烟
从拍香烟广告到拍禁烟广告

据相关数据显
示，肺癌早期多无
症状，几乎三分之
二的肺癌患者在就
诊时已是晚期（Ⅲ
期或Ⅳ期）。针对克
鲁伊夫的病情，一
名医学专家表示，

“我们现在不清楚
他的肺癌处于什么
阶段，癌细胞状况
如何，所以我们很
难预测他的病情会
怎么发展。肺癌病
人在确诊之后，只
有17%能活到5年
之后。”

“只有17%的
肺癌病人能活
到5年之后”

世界足球名宿、荷兰“足球教父”约翰·克鲁伊
夫近日被证实患上肺癌。克鲁伊夫正在面临一场
生死考验，上周末的荷甲、西甲多场比赛中，包括
巴塞罗那、阿贾克斯在内多支球队的比赛均在第
14分钟暂停，全场为这位传奇14号鼓掌加油。克
鲁伊夫在荷兰国家队、阿贾克斯和巴塞罗那长期
身披14号球衣作战，“14号”也是他的绰号之一。

现年68岁的克鲁伊夫曾表示：“我不害怕死
亡，自从1991年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后，我就觉得我
已经活在生命的加时赛里了。”他在迄今的24年生
命加时赛里做了什么？带领巴萨建立梦一王朝、打
造拉马西亚青训营、笔耕不辍地撰写足球专栏。

愿在加时赛的下半场，荷兰“飞人”仍能创
造生命的奇迹，足球的传奇……

就在患癌消息爆出前几天，克鲁伊夫仍在其
为荷兰《电讯报》开设的周专栏中对于荷兰队无
缘2016欧洲杯正赛痛心疾首。本月初，已觉得身
体不适的荷兰足坛教父走进巴塞罗那一家医院，
医院证实克鲁伊夫患上肺癌。上周四早上，加泰
罗尼亚一家电台爆出克鲁伊夫患癌的消息，随后
西班牙和荷兰多家主流媒体均报道了这一消息。

至此，克鲁伊夫经纪团队只得公开了荷兰
人身患肺癌的情况，“基于检查尚未完全结束，
我们目前还无法透露更多的信息。我们希望大
家能够尊重他和他家庭的隐私，在检查结束后，
我们会发布进一步的公告。”目前，荷兰最顶尖
的4名呼吸科医生正在为克鲁伊夫会诊并确定
治疗方案。据《世界体育报》消息称，克鲁伊夫目
前的情绪比较乐观，他已经准备好应对病魔。

即便是患癌的消息被公布，笔耕不辍的克鲁伊

夫仍没有放弃他在荷兰《电讯报》的足球专栏。在本
周一出版的专栏文章中，克鲁伊夫第一次不谈足
球，而谈到了自己的病情。与克鲁伊夫私交甚笃的

《电讯报》记者德赫罗特透露，克鲁伊夫现在心态
积极乐观，对自己的病情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

“情况不好”，此后便又将话题转到了足球上面。
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足球巨星之一，克鲁

伊夫曾两次徘徊在“鬼门关”前。1991年，克鲁伊
夫和他的巴萨如日中天，但在那年的2月27日，
克鲁伊夫在陪妻子逛街时突然感觉心脏不适，
在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后 6 周，他再次坐上教练
席。最终那个赛季，巴萨获得西甲和国王杯“双
冠王”。1997年，克鲁伊夫再度心脏病发作，被送
去紧急救治，在医生的告诫下，克鲁伊夫辞去了
与教练有关的繁重工作。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里，荷兰人的身体状况良好，并积极投身巴
萨和阿贾克斯队青训的建设中。

本组稿件均由本报记者 胡敏娟 采写

我不害怕死亡，自从1991年
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后，我就觉得我
已经活在生命的加时赛里了。”

——克鲁伊夫

黄博文终于入选国足
为了备战11月与不丹队和中国香港

队的两场世界杯预选赛，国足昨日公布了
最新的 24 人大名单。由于在亚冠比赛中
屡有精彩发挥，这次黄博文终于回归国家
队，与他一同回归的还有北京国安球员张
稀哲。国足主帅佩兰表示：“打卡塔尔队我
们需要在中场加强硬度，但这次是为了增
强进攻。他们的能力一直都是配得上入选
国家队的，他们的入选实至名归。”对于继
续落选的郜林，佩兰也解释道：“如何一直
维持较高的状态也是我们考量球员的一
方面，像队员们的身体状态、精神面貌都
会有所考虑，国家队一直对所有优秀球员
开放，也将对郜林一直开放。”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综合报道

新赛季 CBA 联赛即将在本周六打响，
四川金强男篮将于周日迎来首个对手江苏
同曦。昨天，俱乐部召开了新赛季出征仪
式。包括主教练杨学增和哈达迪等外援在
内，都喊出了新赛季的目标：杀进季后赛！
全新的外援组合，全新的教练员团队，就连
俱乐部管理层也是全新的，巨变后的四川
金强男篮能否有脱胎换骨的变化，让我们
拭目以待。

新赛季，四川金强男篮迎来了孟达、张
春军等强力内援的加盟，外援方面则引入了
上赛季帮助青岛队杀进联赛前四的“邓哈
哈”组合，仅从球队的纸面实力上来说，无疑
具备了冲击季后赛甚至更远目标的可能；以
著名教练杨学增为首的教练组分工明确，在

今年5月入主球队后，已经比较好地给球队
注入了新的战术和打法，在此前的一系列热
身赛以及CBA季前赛中，都展现出了十足
的观赏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本赛季四川金
强已经成为外界眼中季后赛的热门。不过，
即使在昨天的出征仪式上，俱乐部投资人周
仕强依然表示新赛季球队没有具体的成绩
任务指标，只是希望球队能够给球迷奉献好
的比赛，精彩的对决。

不过，憋了很久的球员和教练组显然有
些憋不住了，先是主教练杨学增喊出了冲击
季后赛的口号，“接手球队也有半年时间，通
过一个夏天的努力，技术和作风，整个团队
都有全面提升。目前看来三个外援的磨合超
过想象。虽然哈达迪来得晚，跟球队磨合也

达到了 60%到 70%。球队的阵容配置很理
想，对于新赛季我们都是充满了信心，我们
的目标就是多赢球，争取实现晋级季后赛的
目标。”而三个外援更是信心十足，之前邓特
蒙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上传了三名外援在
青岛队的合影，并称之为三巨头重新聚首，
这已经能够看得出来这三名外援对于新赛
季的憧憬。性格外向的哈里斯甚至喊出了夺
冠的口号，“去年是在四强失败，希望能够争
夺冠军。”而作为外援核心的哈达迪在再次
加盟四川队后，也希望自己能够为这座城市
留下深刻的印记，“第一年来到这里时没有
晋级季后赛，非常遗憾。这次，我们三个一起
来到这里，要打进季后赛。”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摄影记者 张士博

强势出征 金强男篮冲向季后赛

年轻时的克鲁伊夫烟不离口

新赛季三外援信心爆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