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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在世界足坛臭名昭著，但是按
照布鲁诺经纪人库蒂尼奥的说法，这名巴西
球员居然要复出了，而且不止一家球队希望
签下他，库蒂尼奥表示，“布鲁诺依然在寻求
其他的报价，而眼下已经接近10支球队表现
出了兴趣。出于合同的因素，我们不会进行
公布，但是不到10天的时间里，布鲁诺就会
公布下家。”3月10日，出狱仅仅半个月，布鲁
诺就与巴乙球队博阿体育签约，13日与球迷
和媒体见面，筹谋重返绿茵。

此前在布鲁诺被保释期间，他强烈地表
达了他回到绿茵场的意愿。布鲁诺在接受采
访时承认自己获得的两支小俱乐部的工作
邀约。在布鲁诺刚刚出狱时，巴西第二级别
联赛球队佩纳索尔向他提供了一份工作邀
约。佩纳索尔足球总管塞尔吉奥·罗德里格
斯确认，“我们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表达了我
们对他的兴趣。不过布鲁诺回复我们，他暂时
不想考虑复出工作，因为他现在希望和家人
待在一起。”不过，就在上周末，布鲁诺又主动
联系到佩纳索尔，“他准备好了，球迷们都很
想念他。他此前在弗拉门戈表现优异，不该荒
废自己的天赋。”现在，巴乙俱乐部博阿体育
竟敢不顾社会舆论，抢先签下杀人犯门将，在
巴西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博阿体育的赞助商
Nutrends Nutrition公司宣布终止与博阿体
育俱乐部的赞助合同。据这家巴西企业说，自
从博阿体育宣布签约布鲁诺之后，该企业的
官网和官推就被批评和辱骂所充斥，有人质
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就赞助一支拥有杀人犯
的球队进行表态？这是你们企业的价值观
吗？”还有球迷说：“赞助杀人犯，真荒谬！”为
了企业的形象，该企业决定与博阿体育解约。
而博阿体育俱乐部的网站也遭到黑客攻击。

成都商报记者观察到，目前在推特上
有超过17000名球迷集体请愿，要求布鲁诺
交代当年杀害前女友后的陈尸地点，“她的
父母仍然生活在悲痛中，应该让她的父母
认领女儿的尸骸”。此外，请愿者们还要求，
所有俱乐部都不要接收这个恶魔门将，“球
员们该是所有人的偶像，这种恶魔不应该
成为职业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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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鲁诺被判入狱后，职业前途也基本宣布
结束。但作为门将，布鲁诺确实水平很高。尽管他
锒铛入狱，但爱他之才的人还大有人在。早在
2012年5月，弗拉门戈俱乐部法律副主席就曾表
示 ，如果布鲁诺获得假释，弗拉门戈还想用他。
但布鲁诺提出的假释申请被巴西最高法院驳回。
2014年当地的一家名为蒙地克拉罗的巴西乙级
俱乐部却找到了这位杀人狂魔，并且同他签署了
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而布鲁诺的代理律师勒努

瓦则向当地法庭提出申请，希望允许布鲁诺代表
这支球队参加比赛。勒努瓦说，布鲁诺可以在白
天去球队参加训练和比赛，晚上再返回监狱服
刑，以此作为犯人“社会康复”的一种形式。

布鲁诺的另一女友、牙医因格丽特并没有抛
弃男友，她放弃了自己的诊所，搬去贝洛奥里藏
特，以便能随时探视布鲁诺。这一切或许更让人
难以理解，他的男友不但出轨、和情人有了孩子，
还以相当残忍的手段对付那个曾经与他同床共
枕的女人。2014年11月，布鲁诺在狱中接受巴西著
名足球杂志《记分牌》杂志采访时透露，当时他痛不
欲生，差一点就上吊自杀。2016年6月17日，恋爱8年
之后，布鲁诺与因格丽特在圣卢齐亚监狱结婚。

据布鲁诺透露，他在监狱里曾受到狱警的
虐待，得过抑郁症，曾被同监狱的犯人用刀刺
伤。上个月，布鲁诺获准提前出狱。有球迷认
为，想使用他的球队应该考虑他的“杀人犯”名
声，还应考虑他的队友及家人以及球迷们是否
会接受队里有一个杀过人的球员。巴西R7网站
所做的网上民意调查显示，54%的球迷接受布鲁
诺加盟自己的球队，认为他还相当有用。而另外
46%的球迷则认为，布鲁诺不可信，会给球队带
来害处，不应该用他。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布鲁诺有个悲惨的童年。出生仅3个月，父
亲和母亲就抛弃了他。布鲁诺是由奶奶抚养长
大，而父母移居巴西东北部州皮奥伊后又生了
一子。1988年，布鲁诺的父母离婚。1996年，布鲁
诺的母亲桑德拉在一次聚会上吸食了可卡因，
与另一个女人争吵起来。桑德拉掏出了枪，向对
方连开5枪，幸好没有一枪击中目标。被父母抛

弃之后，布鲁诺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只是到了
2006年，母子二人才再次相见，而那时布鲁诺已
经效力弗拉门戈。

不知是否是出于对母亲的憎恨，成年后的布
鲁诺形成了暴躁的性格；另一方面，他是个好色
之徒，管束不住自己，那也为他杀人埋下了伏笔。
面对当年的罪行，布鲁诺现在并无悔改之意，代
理律师詹姆斯·雷诺表示，布鲁诺拒绝承认前女
友艾丽莎生下的孩子是自己的。而DNA检测表
明，这个婴儿的确是布鲁诺的孩子……

布鲁诺此前效力于巴西劲旅弗拉门戈，曾被
视为著名门将塞萨尔的接班人并入选过巴西国
家队。布鲁诺还透露，凶杀案前他基本上与意甲
豪门AC米兰草签了转会合同。2010年，巴西警方
在一些水泥块中发现他的女友艾丽莎的部分尸
体碎片，随后查出布鲁诺将索要孩子抚养费的艾
丽莎骗到自己的度假别墅中，和几名同伙一起将
艾丽莎关押6天后杀害。至于她四个月大的孩子，
事后被遗弃在贫民区。值得一提的是，艾丽莎还
是皇马巨星C罗的前女友。最终，布鲁诺也因此付
出了巨大的代价，被判入狱22年3个月。

球迷请愿：

封杀
“杀人恶魔”

博阿体育签下“杀人犯”
赞助商立马解约

杀害女友遗弃孩子
布鲁诺至今竟无悔意

该不该用布鲁诺？
球迷各执一词

欧冠1/4决赛抽签揭晓
四大夺冠热门捉对厮杀

昨晚，欧冠1/4决赛抽签仪式在瑞
士尼翁欧足联总部进行。

欧冠1/4决赛抽签不设种子队，也
不采取同联赛球队回避的规则，完全
是随机的方式。这也让强强对话的几
率大增，果不其然，拜仁和皇马、尤文
和巴萨这四支强队抽到了一起，这必
将是两场火星碰地球般的较量。巴萨
是目前的头号夺冠大热门，逆转大巴
黎后他们的夺冠赔率为4赔9，拜仁则
为4赔11，皇马2赔9紧随其后，尤文则
是1赔8。这次抽签，等于是让四支夺冠
热门球队捉对厮杀。而马竞（1赔10）则
抽中八强中公认最弱的莱斯特城，多
特蒙德（1赔10）与摩纳哥相遇，后者本
赛季强势上演了青春风暴，虽然夺冠
赔率只有1赔16，但多特蒙德未必就能
轻松跨过这一关。

欧冠1/4决赛两回合将分别于4月
11/12日和4月18/19日进行；半决赛抽
签则在4月21日举行。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成都文学院公开招聘签约作家

昨天，成都文学院正式启动了最
新成都元素文学创作招标暨第八届签
约作家公开招聘工作。据悉，成都文学
院将按“优作优扶”原则，给予签约作
家1万至20万的创作出版扶持。

签约作品体裁要求为长篇小说
（含网络文学出版、儿童文学）、长篇报
告文学、长篇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散
文集、诗集、电影电视剧本等原创作
品。原则上，签约作家20名，拟新签约
作家18名，作品涉及长篇小说（含网络
文学出版、长篇儿童文学）9部，长篇报
告文学（含长篇纪实文学、传记文学）4
部，中短篇集（含散文集、诗歌集、故事
集）5部，电影电视剧本2部。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酒博会今日在泸州开幕

2017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将于3
月18日在泸州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
帷幕（以下简称酒博会）。此次酒博会
共有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家
企业参展，各类专业采购商、经销商和
品牌运营商近2万人报名参加。

据悉，本届酒博会以“举杯中国·
品味世界”为主题，参展企业涵盖茅
台、五粮液、泸州老窖等中国17大名白
酒企业，山东扳倒井、衡水老白干等
100多家白酒典型企业，青岛、雪花等6
大啤酒集团，中粮、王朝等7家葡萄酒
企业，张家港、会稽山等14家黄酒企
业，保乐力加、帝亚吉欧等300余家境
外洋酒企业。本届酒博会由中国酒业
协会主办，四川省商务厅、四川省博览
事务局、泸州市人民政府承办，展期5
天（3月18日至3月22日）。

成都商报记者 袁伟

关爱困境儿童视力
免费发放1500副眼镜

昨日，“放眼未来，EYE不将就”
2017成都关爱困境儿童视力健康公益
行于金牛区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成
都市文明办、市台办和市关工委主办，
活动将为家庭困难的中小学生免费提
供1500副近视眼镜。

活动承办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的公益普查和捐赠只是爱心行动
的一部分，接下来还会组织团队进入
企业，社区，福利院等。届时，经过筛选
后的30所乡村学校和进城务工子女较
多的学校，将有专业人员提供免费视
力检查，还将为大成都地区的中小学
生开设用眼健康讲座，并为家庭困难
的学生免费提供1500副近视眼镜。

实习生 杨炼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Hello，your phone was power off……”
如果有一天，送外卖的小哥因为打不通你的

电话，于是给你发了条全英语的短信，请不要意外，
这个小哥可能有一个深耕的大学梦。近日，用英文
发送餐短信的外卖小哥、18岁的毛召木，在网上火
了。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毛召木，谈起网络
走红，他连称没想到，但这条英语短信背后，却隐
藏着毛召木的一个大学梦。“现在我打工攒学费，
未来我要考大学、读研，学同声传译。”

意外走红 顾客因为他到饭店吃饭

毛召木说：“这其实是我第一次用英文发送
餐短信，没想到就火了。那天我也是心血来潮，因
为川外的学生都是英语大神，所以我就用英语发
了短信。”他当时给点餐学生打电话没接通，所以
只能发短信，“也可以和他们交流一下英语”。

短信截图在微博上流传开后，各路大V纷纷
关注，仅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官方微博“央视新
闻”一条转发，截至昨日下午6点，就有近3万网友
评论、点赞，阅读量更是达到914万。走红之后，毛
召木很高兴：“这两天有好几家媒体联系我，说要
采访。16日那天还有桌顾客，因为我到饭店吃饭。”
但有时候，他又很紧张：“没想到传播得这么快，现
在走在路上有大学生认出我，我真的脸红了。”

短信背后 高一退学打工攒学费

毛召木说，自从初中开始，他就出现了严重
的偏科情况。“我语文英语都能考上100分，但是
数理化却从来不及格。”经过考虑后，毛召木在高
一下学期选择了退学。从那一刻起，他就树立了
今后自考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志向。

自考大学的选择，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毛召木觉得，既然理科成绩不好，不如就选择放
弃，因为自考也是一条路，而且自考就可以规避
接触理科。毛召木还提到一个榜样：“我的高中英
语老师就是自考上的大学，我觉得我也可以。”毛
召木的妈妈王西莲告诉记者：“我和家人都很反
对他退学，但劝又劝不住，但既然他自己选择了
路，也只能让他去走。”

为了取得家人的同意，毛召木提出要自己打
工攒未来大学的学费。他没有耽搁时间，退学第
二天便找到工作。从退学到现在，他到理发店当
过理发工，到贵阳学过装修，但都做得不长。

去年9月，毛召木回到重庆。白天送外卖，晚上
到江北区观音桥附近的酒吧打工。业余时间，毛召
木经常到四川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学习，每次过去
的路程差不多要花1个小时：“我觉得学校的图书
馆是最好的，大家一起学习英语，氛围很浓。”

目标川外 未来再到北外考研

为了更好地学习英语，方便下半年参加自
考。本月初，毛召木在四川外国语大学附近租了
一间房，然后找了一份校内送外卖的工作。现在，
他每天早上8点半上班，一直忙到下午2点，晚上8
点才正式下班。“现在我在补英语的一些基础，下
午有两个小时空闲时间可以学习，晚上下班后稍
微休息一会，然后继续复习。”

因为四川外国语大学学生宿舍建在歌乐山
上，每送一次餐，毛召木都要花接近十分钟爬坡：

“当锻炼身体，爬了也才有学费。”毛召木告诉记
者，现在他的首要目标是考上川外的英语专业，
然后再去考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学同声传
译。在得知儿子爱英语的事情火了后，妈妈王西
莲很欣慰：“我也觉得自己的娃娃越来越懂事了，
相信他自考也能成功！”妈妈还告诉记者：“他真
的很懂事了，最近还省钱给爸爸妈妈买衣服。”

在毛召木的微信里，记者看到，他大量的朋
友圈是用全英文所写。他在3月13日写下的一段
话让人印象深刻：“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至少要穿
两套衣服：一套是学士服，另一套是硕士服。如果
我与学业有缘，我希望再有第三套——博士服。”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昨日，成都钱宝俱乐部召开新赛
季新闻发布会，俱乐部总经理袁立勇
宣布：“今年如果能冲甲绝不待明年，
今年如果能取得好成绩绝不待将来，
一定要用最好的成绩回馈成都球迷。”

本赛季，成都钱宝用满了 8 个转
会名额，这8 名新援也在发布会上集
体亮相。袁立勇表示，这次引援的主旨
就是加强本土化。钱宝主教练张伟哲
对于新赛季的引援非常满意，认为满
足了自己加强阵容的要求，也对新赛
季率队取得更好的成绩充满信心。在
昨日的发布会上，成都钱宝还公布了
由集团旗下自有品牌生产的全新球
衣，主客场球衣正面都有“太阳神鸟”
的暗纹，凸显成都特色。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一条英语短信 送餐的外卖小哥火了——

“我要考大学、读研、学同声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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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13日在球迷见面会上亮相

毛召木在校园内送餐 图据 雷键

引进八大强援
钱宝喊出冲甲目标

钱宝新球衣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