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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杯丹麦VS芬兰，球员埃里克森休克倒地

04 体育·社会
2021年6月14日 星期一

6月1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邀请成
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抢救室医生祝勇军，
对成功抢救埃里克森做专业分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埃里克森是在无对抗
的情况下突然倒地，这意味着什么？

祝勇军：这常见于心源性疾病，比如心脏骤
停、恶性心率失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这时候，他的队友表
现是否有所帮助？

祝勇军：他的队友及时上前观察、判断、呼
救，对于非急救专业人员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急救人员上场后，观
察了埃里克森的眼睛，用手指挤压他的脸颊，这
起到了什么作用？

祝勇军：一个是判断他有无意识，看瞳孔大
小，另一个是防止他的舌咬伤和舌后梗阻气道，
保护气道、开放气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急救人员对埃里克森
做了胸外按压，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种急救
手段？

祝勇军：这是CPR，心肺复苏术。对心脏骤
停的患者，要尽早进行胸外按压，保持心、脑重
要脏器的血液灌注，黄金时间是4分钟。胸外按

压的部位是在两乳头之间和胸骨的焦点的部
位，按压频率大概是大于等于100次、小于120次
每分钟，按压深度4~5厘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急救人员还带了AED
上场，AED是什么设备，起到了什么作用？

祝勇军：AED叫自动分析除颤仪，它用于发
生心律失常尤其是恶性心律失常室颤的时候，
要尽早给予AED电除颤。现在我们的很多公共
场所，都配备有AED。它和CPR一样，都是救命
利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这场急救，现场处置
如何？

祝勇军：及时的CRP和AED，拯救了埃里克
森的生命，这是最关键的两个步骤。唯一的瑕
疵，我们通过回放可以看到，一开始埃里克森失
去意识后是侧躺的，没有及时让他平躺。这时候
应该让他平躺，平躺更有利于心肺复苏和开放
气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普通人应该怎么减少
发生这种危险的概率？

祝勇军：首先要做好常规体检，对疾病早发
现早治疗；生活中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少熬
夜，多运动，剧烈运动前要做好热身。

比赛开始后，主场作战的丹麦一开
始就压着芬兰打。两支打法都很硬朗的
北欧球队在比赛中身体接触频繁，经常
上演火星撞地球的局面，摆出大巴阵的
芬兰队也有点血战的架势，比赛才进行
到第33分钟，芬兰队医就已经入场对普
基、乌罗宁、奥肖内西三名球员进行了
医治，普基和奥肖内西都血染球场。

不过最令人揪心的情况出现在第
42分钟，丹麦核心埃里克森在前场接应
界外球时，突然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
不起，躺在地上的国米中场眼神发直，
明显陷入了昏厥之中！当值主裁和双方
球员们赶紧呼唤队医。丹麦队医快速冲
进场内，在检查了埃里克森的情况后，
现场给他做起了心肺复苏！

当意识到情况严重之时，所有丹麦
球员都围在了埃里克森的身边，挡住了
电视转播和摄影师镜头，并一起为他祈
祷。一些丹麦球员甚至已经忍不住流下
了泪水，这也让人想起了当年在联合会
杯上猝死的喀麦隆国脚维维安·福。这
一刻，全世界的心都悬在了空中。

而在现场观战的埃里克森妻子也
来到场边，焦急地望着场上的情况，丹
麦队长凯尔来到她身边不停地安慰着。
当救治进行了12分钟后，现场响起了掌
声。芬兰球员暂时退场回到更衣室，之
后，担架将戴上氧气面罩的埃里克森抬
出了场外，离场时，埃里克森已经恢复
了自主意识，并睁开双眼。随后欧足联
宣布比赛暂时推迟，欧足联和丹麦足协
也都证实，埃里克森已经脱离了危险，
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治，而他的父
亲和妻子也赶往医院陪伴他，到达医院
后，埃里克森也可以进行正常交流，这
一刻，所有牵挂和为他祈祷的球迷才放
下心来。

在得知埃里克森已经没有生命危
险后，丹麦与芬兰的比赛在北京时间
2：30继续进行，虽然比赛结果似乎已经
不是那么重要了，但球员们还是要完成
他们的本职工作。最终，缺少埃里克森
的丹麦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攻势，反而
被芬兰队利用全场惟一一次射门的机
会攻入制胜进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姜山 王拓

图据视觉中国

欧洲杯上演“埃里克森奇迹”
体育回归本义：团结和善意

欧洲杯丹麦和芬兰的比赛中，丹麦中
场核心埃里克森在比赛中突发心脏病，在
及时有效的抢救之下，埃里克森恢复意
识，被送往医院。这注定会成为世界体育
史上重要的一页。

从过程看，各环节对埃里克森的抢救
是完美的。芬兰队员第一时间呼叫裁判；丹
麦队队长凯尔及时查看了埃里克森的舌头，
并为他做心脏复苏；队医和携带急救设备的
医务人员进场，为埃里克森做心肺复苏。

“黄金4分钟”内对埃里克森的救助，
显示出欧足联和欧洲对体育赛事的组织
水平极高。2003年在法国举行的联合会杯
足球赛，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遭遇同样
的情况，最终不幸去世。这让联合会杯乃
至世界足联都饱受诟病，18年过去，人类
在死亡线上抢救回了埃里克森，这背后有
体育界人士坚持不懈的努力。

除了相关医务人员极为出色的应急
反应，人们津津乐道的有两个场面，一是
丹麦球员自动排成人墙，把埃里克森和急
救人员围在中间，保护他的隐私。二是当
埃里克森的家人赶到后，丹麦队队长凯尔
和守门员舒梅切尔前去陪伴和安抚。现场
球迷的表现同样让人称道，丹麦和芬兰的
球迷都在呼喊埃里克森的名字，医务人员
抬着担架离场的时候，用芬兰球迷献出的
国旗做了帷幕来遮挡。

这些场景让人感动，它和比赛本身无
关，但是却事关真正的体育精神：说到底，
不同国家的人们，为什么要进行足球比赛？
体育真正的价值，不是胜负和金牌，而是把
不同国家、肤色和种族的人们团结起来。

埃里克森的命运，牵动全球体育界和
球迷的心。稍后开始的比赛，比利时前锋
卢卡库进球后，大声为埃里克森加油。他
联想到埃里克森的家人和两个孩子——
这种朴素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触动无数
球迷的心。

赛后，埃里克森被欧足联官方评为本场
最佳球员，这个奖项当然也是颁给现场所有
人的，球员、医务人员和球迷，都是“最佳”。

这届欧洲杯也将因此被永记。2021年
欧洲杯，本来要在2020年举行，因为疫情而
不得不延期一年。这次杯赛在11个国家举
行，突破了原来的东道主概念，欧洲足联的
本意，就是要唤醒欧洲乃至世界的团结。
2020年世界陷入疫情之中，在这样的时刻，
团结显得尤为重要。

埃里克森战胜死神，幸运属于足球，属
于欧洲，也属于全人类。人类需要团结、协
作和善意，哪怕是在“激烈比赛”的时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李一凡

“这是我们给孩子最
好的端午节礼物。”6月11
日晚，成都市妇女儿童中
心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主任徐幼发了一条朋友
圈。当天的手术中，徐幼为
一名10岁的男孩顺利拔除
了戴在颈部气管内长达3
年之久的金属气管套管。

徐幼告诉记者，这名
来自福利院的患儿叫福
福，此前出现呼吸困难，活
动后加重，气紧，生长发育
也明显落后于同龄孩子的
症状。当初被送到医院检
查，发现孩子患有心脏病，
在成都的一家著名三甲医
院做心脏手术麻醉插管
时，医生发现麻醉导管不
能插进孩子的气道，手术
不能进行，才确定孩子还
有严重的气管狭窄，当即
给孩子做了气管切开，从
气管切开处插入麻醉导
管，为孩子实施了麻醉，才
顺利完成了心脏手术。

只是术后一年多，福
福颈部气管切开处的气管
导管始终不能拔管。孩子
不能说话，大量唾液、痰液
从切口处涌出。福利院的
老师四处为孩子求医，希
望能把导管拔除，让孩子
能够正常呼吸、说话。但均
被告知，因为孩子声门下
严重的气管狭窄，不能堵
管，也不能拔管。2019年，
福利院的老师带着福福到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求医。

“导致气管狭窄的组
织是软骨性的，手术的时
候，需要一层层把骨质去
掉，扩大气管内径。”2019
年的11月12日，历经数个
小时，福福的喉气管狭窄
成型手术终于完成。因为
没有T形硅胶管，徐幼想
办法采用了麻醉硅胶管作
为支撑材料，置入在狭窄
成型部位。

3个月后，徐幼再次为
福福做了探查，确认支撑
情况良好，没有移位，狭窄

部位也没有再次变窄，于
是更换了一支比上次支撑
管更大一号的麻醉硅胶管
再次进行支撑修复。又过
了3个月，福福顺利取出了
气管狭窄处的支撑导管。

但徐幼此时还不敢将
福福颈部的金属气管套管
取出，担心狭窄的气管手
术后再次发生挛缩变窄，
影响呼吸，只是让医务人
员用一个黑色塑料盖子，
将福福颈部气管切开的金
属气管套管完全堵塞。这
样，福福能说话，也不影响
呼吸，进一步观察其发音
和呼吸情况，待确认狭窄
部位真的不会变狭窄之
后，再彻底取掉颈部的金
属气管套管。

2021年6月11日，此时
距离福福做手术已经1年8
个月，福福在完全堵管的
情况下，运动，奔跑均没有
呼吸困难。徐幼再次探查
福福的气管狭窄的手术部
位后，放心地将福福颈部
的金属气管套管拔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于遵素 图据受访者

这次没有欧洲“悲”

埃里克森奇迹只
有

比赛第42分钟
丹麦核心埃里克森
突然倒地，失去意
识。队长凯尔第一
时间查看了埃里克
森的舌头是否阻塞
呼吸，并且查看其
身体的其他部位。

分钟完美救援·关乎生死关乎生死

回顾关键救援
这14分钟队医做了什么？

就是这至关重要的14分
钟，拯救了埃里克森的生命。

6月13日凌晨零点，欧洲杯B组第一
场比赛打响，第一次亮相国际大赛决赛
圈的芬兰队做客丹麦哥本哈根公园球
场，比赛进行到上半场第42分钟时，发
生了丹麦核心埃里克森在无对抗的情况
下突然休克倒地的揪心一幕，好在丹麦
队医和现场医疗团队及时介入，在经过
近14分钟的心肺复苏抢救后，埃里克森
恢复意识并被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目
前他已经转危为安。

在埃里克森现场被救治时，丹麦球
员围在他身边阻挡电视和摄影镜头的一
幕格外暖心——哪怕是一个人在生命最
危急的时刻，都应该尽可能地保护他的
尊严！在这一刻，生命高于一切！

个暖心画面·关乎尊严关乎尊严

队医抵达现场 8秒
之后

14秒
之后

中国男篮出征菲律宾
出发前，周琦左眼视网膜裂孔

舒梅切尔组织
球员将空间留
给队医

37秒
携带急救设备
的医务人员冲
进场地

AED设备抵达
52秒

1分
36秒

医务人员开始
心肺复苏，救援
持续到8分08秒，
救护车专用的
担架抵达。经过
迅速抢救，埃里
克森情况好转。

13分
12秒

埃里克森
在医护人员及队
友的护送下，由
担架抬离场地

13分
36秒

丹麦球员和医
护人员，紧紧围
住埃里克森的
担架，彼时，埃
里克森已经可
以用呼吸机自
主呼吸，球迷也
在看台上向他
们致以掌声。离
开球场后，埃里
克森由救护车
火速送往医院。

成都医生分析抢救成功关键
救命利器AED及时上场
队友及时呼救也非常重要

个珍贵的启示·关乎体育关乎体育

中国男篮13日通过官
方微信、微博平台公布了
参加2021年亚洲杯预选赛
和奥运会落选赛的最终名
单，周鹏、周琦等名将入
围，孙铭徽等4将落选。

本期中国男篮自5月
23日开始集训，近三周时
间里，陆续有队员因伤病
等原因离队，13日，最后一
批离队名单也已经确定，
孙铭徽、于德豪、高诗岩和
王泉泽最终因伤病和阵容
需要的原因告别球队。

本届中国男篮出征
2021年亚洲杯预选赛和奥
运会落选赛的最终名单
为：周鹏、周琦、刘传兴、沈
梓捷、任骏飞、张镇麟、祝
铭震、曾凡博、赵继伟、胡
明轩、陆文博、赵岩昊、吴
前、徐杰。

按照计划，中国男篮
13日上午离京，下午转机
赴菲律宾。队伍出发前又
遭遇突发状况，12日队内

最后一堂训练课，周琦在
进行投篮训练时突感眼部
不适。球队安排队医陪同
周琦前往医院做详细检
查，经诊断，周琦左眼视网
膜裂孔，对视力构成影响。
医生建议激光手术治疗，
术后数天恢复后可跟队参
赛。

“尽管大赛当前，但球
员健康是第一位的，球队
将尽快协调专家会诊及手
术。待治疗完成后，再安排
周琦赶往菲律宾与球队会
合。”中国男篮在官方消息
中表示。

按照赛程，中国男篮
亚洲杯预选赛的首场比赛
将在16日展开，对手将是
日本队。在打完4场亚洲杯
预选赛后，中国男篮将远
赴加拿大参加东京奥运会
落选赛，届时中国男篮将
分别与加拿大队和希腊队
展开较量。

（新华社）

“最好的端午礼物”
颈部气管狭窄

10岁男童“戴管”3年终拔除

画面1
丹麦队队员围成人墙挡住电视转播和摄像镜头，并为埃里克森祈祷

埃里克森被护送下场治疗时，球员和现场
人员继续为其遮挡围护

画面2

画面3
队长凯尔安慰埃里克森的妻子

术前，福福的气管狭窄处

术后，气管狭窄处完全解除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21154期开奖结果：043。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
第2021065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1 04
08 19 29 33 蓝色球号码：16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154期开奖结
果：591，直选：8916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
选6：34533注，每注奖金173元。（37370772.79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154期开奖结
果：59198，一等奖100注，每注奖金10万元。
（392112247.3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067期开奖结
果：708881+3，一等奖0注；二等奖7注，每注
奖金39456元；三等奖19注，每注奖金3000元。
（171722427.6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
彩

埃里克森倒下
全球球迷屏住呼吸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8月12日)

欧欧欧夜夜夜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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