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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臂考生用脚书写 交出603分答卷

7日凌晨，欧冠1/4决赛
首回合，夺冠大热门曼城主
场2比1绝杀战胜多特蒙德。
比赛中裁判出现重大误判，
多特蒙德球员贝林厄姆的
好球被吹。

比赛第36分钟，贝林厄
姆前场抢断曼城门将，随即
将球送进空门！不过，裁判
却将多特蒙德的进球吹掉，
理由是贝林厄姆冲撞/蹬踏
门将在先。从慢镜头回放
看，贝林厄姆并没有明显的
犯规动作，但由于裁判在贝
林厄姆完成射门动作前就
早早响哨示意犯规，因此视
频助理裁判（VAR）甚至都
无权介入。因为按照规定，
只有当涉及进球、红牌、红
黄牌罚错对象和点球这四
种情况时，VAR才能介入。

其他任何情况下，VAR都
不能介入。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7
分钟前，埃姆雷·詹禁区内
脚后跟踢倒罗德里，主裁判
判罚点球，随后裁判通过观
看VAR将该点球取消。但
从慢镜头看，此球虽是无
意，但破坏了罗德里的有效
进攻，应该判罚点球。

本 场 比 赛 ，裁 判 和
VAR的误判多次轮番抢
镜，改写了本场比赛的结
果，尤其是贝林厄姆的那个
进球被吹直接引发了巨大
的争议。多特蒙德球员对于
裁判的判罚非常不满，因伤
病作壁上观的桑乔就直接
在社媒发声：“建议查一查
这个裁判！”贝林厄姆本人
则晒出了自己伸腿抢断的
照片，并无奈地表示，“我完
全认为我公平合理地赢得
了球权，他们有那么多的摄
像头在监控着比赛，然而他
们并没有给我时间去把球
踢进球网，然后再去查看，
这令人非常沮丧。”

《伦敦标准晚报》记者
詹姆斯·罗布森专门撰文
表示，“我们正目睹着历史
级 别 糟 糕 的 裁 判 表 现 。
VAR已经帮裁判逃脱了一
次困境（点球取消），现在
贝林厄姆的进球他甚至都
没用VAR”。

VAR和人的肉眼，我们该相信谁？

裁判误判 多特蒙冤

读本科期间
他获评全国自强模范

6岁时，彭超被高压电所伤，失去双臂。
面对突然降临的不幸，彭超也曾自暴自弃。
父母不断地鼓励，让他重拾了对生活的信
心，在父母帮助下开始练习用脚生活。最初
练习的是用脚把鹅卵石从一个碗里夹到另
一个碗里，等到脚趾灵活度提高后，他开始
练习写字。一横、一撇、一捺，彭超每天要练
习几个小时，练到脚抽筋，磨出血泡，写字
从弯曲到工整，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洗脸、
刷牙、穿衣……别人用手完成的一切，他都
必须练习用脚完成。

2015年，彭超以总分603分的成绩被四
川大学法学专业录取。四川大学特意对彭
超的寝室进行了改造，寝室本来是上床下
柜，但是学校为了彭超，特意把床改在了下
面，浴室也专门铺上了木制地板，还为他定
制了桌椅。彭超的父亲彭昌富告诉记者，在
彭超读大学期间，川大还为他安排了学校
后勤工作，让他住在学校照顾彭超。

在川大读书期间，除了完成法学专业
知识学习，他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中国
诗词大会》节目组邀请彭超参与录制。最
终，他过五关斩六将，勇夺该节目首位擂
主。他还被评为“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
兵”和“第六届全国自强模范”。4年下来，彭
超各项奖助学金拿到了6万元左右。

2019年6月，彭超从川大法学院毕业，
他报考了川大法学专业研究生。不过，彭超

第一次考研并不顺利，“当时我复习准备得
不充分，最终没有考上。”

边工作边备考
他考上同济大学研究生

彭昌富告诉记者，彭超大学毕业后，接
受了某培训机构邀请，前往各地中小学进行
励志教育。彭超在工作之余，大多数时间都
在攀枝花米易县家中复习，为考研究生做准
备，“他一直都想考上研究生，为了这个梦
想，他也很努力，一天要复习好几个小时。”
去年12月，彭超再次参加了研究生初试。

今年3月27日，彭超参加同济大学法学
院研究生复试资格考试。同济大学研究生
院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既要保证复试的
公平性，又要为这位特殊考生提供人性化
服务，为他找来了两只木凳和一张木板，在
笔试教室里安装成一张特殊的课桌。

3月27日下午，彭超和其他复试考生一
道走进笔试考场，答完了所有试题。3月28
日下午进行了面试。3月29日，他被同济大
学法学院拟录取。而这一消息也被人民日
报、央视等媒体报道。同时，同济大学官方
微博也转发消息表示，“彭同学加油，欢迎
来到同济大学。”

彭昌富说，彭超考上同济大学研究生，
家人都很高兴，也很支持彭超读研究生。“儿
子要到这么远的地方去读研究生，我还是比
较担心，我打算继续到他读书的城市去工
作，这样可以方便照看他，但是他说想一个
人去读研究生，想锻炼自己的独立能力。”

VAR技术的引进，引
起了一些足球人士的担心。
其主要的担心就是VAR是
否会导致主裁判的权威下
降？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国
际足联将VAR引入足球比
赛，但并不意味着国际足
联给予了VAR无限开火
权。VAR的使用往往出现
在以下四个层面：进球是
否有效；是否该判罚点球；
是否该直接出示红牌罚下
犯规队员（不包括两黄变
一红）；是否出现罚错人
的情况。这次贝林厄姆的
进球被吹，VAR就无法介
入判罚。

正 是 因 为 VAR 的 参
与，让人们看到了场中裁判
的不作为，很多近在咫尺的
判罚，被VAR裁判改掉。我
相信引进VAR的目的，就
是解决一些争议判罚，为什
么引进后，反而出现了更多
的争议，也让人怀疑裁判

的权威性。VAR也有本身
固有的弊端，比如关于越
位 的 判 罚 的 认 定 ，比 如
VAR存在视频技术无法解
决的一大问题：在三维世
界里如何根据二维图像做
出 决 定 。使 用 VAR 的 初
衷，是为了让比赛更加公
平 公 正 。目 前 的 情 况 ，
VAR在减少了技术性误
判的同时，却带来了更多
的争议。也许，如何改革
VAR，让VAR更好地配合
裁判真正为比赛服务才是
当务之急。

足球依然是一场意见
博弈，最终还得依靠人类的
观点得出结论。无论是坐在
VAR办公室的裁判，还是
站在场上的主裁，仍然是根
据自己肉眼所看到的做出
决定。争议、分歧、厄运……
这就是足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编译报道

记 者 观 点

足球的意见博弈
最终还得靠人

四川无臂青年彭超
考上同济大学研究生

下一步，他还想继续考博士

4月6日晚，彭超告诉记者，他在
3月28日参加同济大学研究生面试，
3月30日就接到学校拟录取的通知，

“录取通知书预计5月能邮寄到家，
到时拿着通知书去学校报名，9月开
学去学校报到。”

彭超说，相比之前参加高考，法
学研究生考试对于他来说更艰难，

“高考更多的是答题，需要写的东西
相对少得多。但是我大学是学的法
律，很多东西都需要写，参加法学研
究生考试总感觉时间不够。我是用
脚答题，加上需要写的文字太多，写
到后面感觉特别累。”

正常的笔试时间是3个小时，因
为彭超情况特殊，按照相关规定延
长了30%的时间。“政治科目大约要
写3000多字，专业课也要写四五千
字，比高考时写的文字多好几倍。高
考时语文也就写两千字不到。”彭超
表示，去年疫情暴发后，他全身心在
家复习，等到疫情开始缓解，9月开
始就到外面去工作，“做一名励志讲
师，主要是到中小学去做演讲，边工
作边复习，每个月工资自己够用之
外还能补贴家用。”

彭超说，在这个考研过程中，最
大的敌人是自己，“每天都是一个人
在家里复习，经常感觉到孤独。一天
要复习10个小时，从早上起床就开
始复习，一直要复习到晚上。有时感
觉挺累的，好在坚持下来了。”不过，
父母很支持他考研，也给了他很多
信心。

彭超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一路走来，非常感谢大家对他
的认可与鼓励，也非常感谢同济大
学对他的关心与支持。“我将在同济
大学3年的研究生学习里继续努力，
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有继续攻读
博士的想法！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
能够珍惜时间，不负韶华，我们朝着
梦想的远方，一起加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受访者供图

还记得四川无臂青年彭超
吗？他6岁时被高压电所伤，失去
双臂，在父母帮助下开始练习用
脚生活。2015年被四川大学法
学院录取。大学期间，他参加了
《中国诗词大会》，还荣获“全国
自强模范”称号……

2019年夏天，彭超从四川
大学毕业，这一年他经历了考研
失败，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而是
一边工作一边备考。

今年3月27日，彭超参加同
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复试，用脚
完成了3个多小时的考试。因初
试、笔试和面试成绩达到法学院
录取分数线，彭超顺利被同济大
学法学院拟录取。

4月6日晚，彭超在接受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
示，相比之前参加高考，研究生
考试对于他来说更艰难，需要写
的字太多，用脚书写感觉时间不
够用。“当得知自己被拟录取的
消息，心里悬着的石头才放下
了。”彭超说，今年9月，他将在同
济大学开启研究生学习，下一步
还有考博士的想法。

他又一次用脚书写人生答卷

■对话彭超

“一路走来，
感谢大家的认可与鼓励”

彭超参加同济大学研究生考试

同济大学官方微博欢迎彭超

进球被吹掉，贝林厄姆
难以置信

4 月 7 日，根据真实事
件改编，取材于2008年“5·
12”汶川大地震为背景的电
影《一百零八》发布定档海
报，正式定档5月15日全国
震撼上映。电影《一百零
八》由褚海辰、张越、万磊、
杨硕担任出品人，孔嘉欢
担任导演、编剧及美术指
导 ，吕 星 辰 、董 凡 、高 亮
主演，汶川大地震罗汉寺
真实事件见证者吴京特别
助演。

《一 百 零 八》取 材 于
“5·12”汶川大地震期间发
生在四川德阳什邡市的真
实事件，震后的什邡市妇
幼保健院濒临倒塌，医护
人员与孕产妇们在罗汉寺
僧众的帮助下，为新生命
连起一道保驾护航的铜墙
铁壁。

电影故事就发生在什
邡市妇幼保健院，女主角
吕星辰是一名待产孕妇，
以她为首的孕妇们既在灾

难中享受着无微不至的关
照，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参与到救助工作当中。

“一百零八”是电影片名，
也呼应着地震过后在罗汉
寺里诞生的108个新生儿。

电影《一百零八》之前
已于北京国际电影节春季
在线影展 中 独 家 限 量 展
映，多名网友提前观看了
电影全片，有网友称赞：

“电影不是为了煽情而煽
情，医生们的所作所为令
人敬佩！最大的感受就是
催泪。”

值得一提的是，演员
吴 京 作 为 志 愿 者 ，曾 于
2008年在什邡市罗汉寺亲
自投身抗震救灾，更是全
程见证了 108 个“罗汉娃”
的诞生过程，吴京也会以

“汶川大地震罗汉寺真实
事件见证者”的身份在影
片里特别助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张世豪

取材“5·12”大地震中的真实故事

电影《一百零八》5月上映

电影《一百零八》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