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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米科技创始人兼CEO 钟波
锤子科技创始人兼CEO 罗永浩
医联、企鹅医生创始人兼CEO 王仕锐
成都果小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阎利珉
迅游科技创始人兼CEO 袁旭
丽维家创始人兼CEO 周宇翔
新尚集团董事长 唐立新
通威太阳能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毅
成都百庆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张庆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世如
成都哆可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寇汉
傲势科技、携恩科技创始人 刘洋
侠客岛里联合办公创始人兼CEO 王宏波
成都市青柠微影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钟超
中维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绍宁
成都斯普奥汀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喻易强
成都大华亿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360互驾平台创始人 张兴伦
优客逸家创始人兼CEO 刘翔
戴德梁行成都公司总经理 张裕鹏
丰鸟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军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四川分公司国际分公司总经理 韩琛
四川易诚智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占梦来
四川创物科技有限公司CEO 谢勤
勤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昕
四川驹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CEO 白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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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成都商报主办的“新经济、新动能——2017四
川十大创新企业家”年度人物评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1月25日正式开启网络投票通道，25位业界精英候
选人同台比拼人气。截至25日晚上7时，大众投票首日
即投出逾10万票，其中票数过万的企业家已经有4位。

扫一扫，
关 注 成
都 商 报
微 信 公
众号

投票方式

投票平台：
关注成都商报官方微信，进

入“企业家投票”。
投票时间：

1 月 25 日 7：00~2 月 1 日
17：00。

投票规则：
每人每天限投15票（可自

行将票数分配给心仪的候选企
业家）。

投票首日 为创新企业家点赞已逾10万票

战况激烈，
第一集团军票数均已过万

本届“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评
选不但被朋友圈频频刷屏，也已成为
各界讨论最为火热的话题之一。由于
网友参与度很高，榜单分分钟都在变
化。“成都商报这个评选活动影响很
大，朋友圈到处都是投票、点赞。”市
民朱先生表示，“早上起床的第一件
事，就是为自己认可的企业家投票。”

“数据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上
涨，并且交替领先。”据组委会负责
人介绍，特别是几位企业界的知名
人士，票数不断被刷新。25日下午，
著名川商、新尚集团董事长唐立新率

先突破1万票大关，目前以1.18万票
暂时领先。紧随其后的中维国际工程
设计董事长谢绍宁、成都百庆集团创
始人张庆等人也已突破1万票。

不过，几位崭露风芒的新生代企
业家也颇受关注，傲势科技创始人刘
洋、通威太阳能董事长谢毅等人的票数
也直线上升，人气和认可度不输前辈。

投票向创新精神致敬

成都商报多年的老读者杜先生
表示，他将首日的15票分别投给了6
位代表新经济行业的企业家，既是
用这种方式为这些优秀企业家“点
赞”，更是向创新精神致敬！他说，由
于成都商报的强大公信力，这些创

新企业家无论最终是否胜出，都是
一种激励和鞭策。

依据投票规划，十大创新企业家
评选中，大众网络投票将占比70%，
专家评审团投票将占比30%。最终，
十大创新企业家名单由网友投票结
果与专家投票结果综合评定而成。从
首日投票的火爆情况来看，接下来几
天竞争将更加激烈。

7天激烈票选、25位企业家同台
竞技，究竟谁能保持领先优势？谁能
在投票环节胜出？无疑令人期待。同
时组委会也提醒，投票环节将持续
进行，如今刚刚结束了一天，暂时落
后的小伙伴们也不要灰心，这才仅
仅是个开始。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刘云飞“痛悟”后警醒后生——
守住自己的球门 还应守住人生的底线

在天津市河东区荐福观音寺
的红墙金瓦上，时间几乎没有留下
的斑驳痕迹。从小，刘云飞就住在
这附近。这也是约定采访的地点，
在会客室里，几位天津籍的退役球
员正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天津
籍的很多退役职业球员把荐福观
音寺当成了一个据点，在这里，我
们成立了一支足球队，刘云飞也是
其中的一员。”一位师父介绍说。
“云飞已经踢了几场比赛，状态越
来越好了。”绰号“二哥”的老泰达
队员田玉来笑着说。

21日下午两点，刘云飞准时出
现在成都商报记者面前，感觉眼前
的刘云飞变化不大，但神情、气息
中难掩一段人生谷底的沧桑落寞，
只有匀称的身材和依旧帅气的面
庞在提示他曾经是一名职业足球
运动员，一名人气极高的“偶像”。

整个采访过程，刘云飞不止一
次地说：“这10年太可惜了。”然后
就是久久的沉默，并陷入深深的自
责之中。

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当
天，天津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
场大雪，看到天空中纷飞的雪
花，刘云飞不禁脱口而出说道：

“瑞雪兆丰年，希望我的新人生
也在今年重新开始。”

刘云飞此前的人生也犹如
球赛一样分成了上下半场，
2004年，他迎来了上半场的高
光时刻，在亚洲杯半决赛对阵
伊朗的点球大战上，他扑出了
伊朗球员的一粒点球，这场比
赛对刘云飞来说宛如昨日，“前
面4个球，我扑了4个左门，对
方打了 4 个右门，但有一个打
门柱上了没进，中国队和伊朗
队的比分是3比3。最后一个球
守门员教练徐韬徐指导对我
说，这个球是不是换个方向，扑
右边，当时我一琢磨，已经扑了
4个左门了，还是别换了，我就
赌他这一下，没想到赌对了，对
方想踢一个勺子被我扑出去
了，像肇俊哲这些队友他们都
半跪地上祈祷，而我接受完采
访回到休息室后，发现大伙都
在等我，教练球员集体给我鼓
掌，那一幕特别难忘。”

那一年，刘云飞才 25 岁，
虽然决赛惜败给日本队，但刘

云飞却到达了人生的顶峰，“当
时太年轻了，达到那种高度不
好驾驭，掌声、鲜花、来自各方
面的夸奖让我有点飘，有点驾
驭不了。”

亚洲杯后，刘云飞慢慢迷
失了自我，2006 赛季初，他从
天津泰达转会上海申花，本来
是奔着圆中超冠军梦而去的刘
云飞却在申花遇到挫折，而刘
云飞用两次“失踪”来回应挫折
也成为他从顶点跌落的开始。

“那时候觉得自己在国家队打
主力，申花队的门将虞伟亮在
国家队给我打过一段时间的替
补，我觉得这有点不公平，在申
花怎么我成了替补？而且我的
水平队员们也看在眼里，自己
太年轻了，头脑一热，就感觉受
委屈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
处，也没想后果，现在如果再遇
到这种情况，就肯定不会这样，
那样做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其
实我再忍一下立马就海阔天
空，因为守门员位置，不行确实
就是不行，我打替补，虞伟亮自
己心里都虚，他那时肯定不能
有一个失误，有失误就下去了，
但当时我没考虑这些东西，太
冲动了。”

毒品，是刘云飞绕不开的
一个话题，也是最沉重的一段
对话。“我犯的错，该认就得
认。”刘云飞说，“近几年的戒
毒之路非常漫长和痛苦。人们

常说，1万个人吸毒，9999个甚
至 1 万个都会复吸，但过去这
几年，我已经完全杜绝了，这
其实挺不容易的，我自己都挺
佩服自己，这个东西不仅仅需
要毅力，还需要各个方面的努
力，从自身，从思想上彻底把
毒品当成死神，要离得远远
的，我就经历了从万千宠爱于
一身直接到毁掉，它能让一个
非常好的人毁于一旦。”

其队友田玉来说：“现在云
飞已摆脱了毒品，开始和我们
一起打比赛了，我们都相信他
有这个毅力。”荐福观音寺的师
父也表示：“云飞经常到寺里来
帮忙，还和我们球队一起去了
澳大利亚，我也相信他已经远
离了毒品。”天津青泊洼戒毒所
昨日也向成都商报记者证实：
刘云飞曾在此戒毒，并在去除
毒瘾后已经回归社会。

有了重回公众视线的想法后，
刘云飞向泰达的队友田玉来聊了这
事，“他给我很多支持和鼓励，他说足
球是你的根，你就得回来，之前的队
友听说后也挺支持，这些朋友不管
我好的时候还是坏的时候都支持和
关心我，就像我不好的时候就没有
说嫌弃、不联系了，人生短短的几十
年，能交到那样的朋友，很难，所以我
觉得应该珍惜，不能让他们失望。”

刘云飞现在每天都会到健身
房锻炼身体，积极为复出做准备：

“老天津队的练习赛之类的跟着参
加一下。跟队友聚聚，前几年一直
没跟队友聚，要想回归也得和以前
的队友多交流。除了足球，我没什
么特别的爱好，现在就想把身体恢
复好，恢复好了才能在足球上发挥
一点余热，尽一点微薄之力。”

前段时间，刘云飞去了深圳考
察青训，“前队友李毅就在深圳，听
说我要复出有很多人都挺关心，墨
尔本天津商会的总会长让我去墨尔
本搞青训，但我觉得还是应该留在
天津，再怎么说也是生我养我的地
方，落叶归根吧，我要先在天津做出
点成绩来，在大伙面前展现出正能
量来再想去国外发展的事。”

几乎与刘云飞同时代的国脚
李霄鹏、李铁、李玮锋、肇俊哲等都
已经完成了从球员到教练的“华丽
转身”，刘云飞说挺为老队友们感
到高兴，他也有了奋起直追的心
思：“他们的水平，现在变成教练也

好，领队也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的，我因为这么多年在最好的年华
把足球撂下来了，但现在为时未
晚。我想为青少年足球训练做点贡
献，或者过段时间能有机会去打中
甲中超也好，这都是有可能的，但
现在还没准备好，我首先得把身体
恢复好，我几年没动了，运动员的
身体不是一月两月能恢复好的，可
能要半年左右。这等于是我人生的
第二次起跑，所以必须谨慎。”

“随着年龄增长，我明白了很
多事情，最起码懂得了大局观，什
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因为那
时候年轻，不会考虑那么多，也不
会考虑别人，现在比较成熟，会考
虑这些。不为别的，就为了家人和
关心我的朋友，也为了自己，我不
能再像以前那样走弯路了。父母对
我不离不弃，他们承受的压力也挺
大的，在我消失在公众视线中的那
些年，说我什么的都有，他们从来
没抱怨过，一直对我默默的支持，
也相信我会重新走回正路。”

刘云飞如今很珍惜和家人在一
起的时间，“父母身体都挺好的，我
至少一星期去看他们一次，近期一
直都想着赶紧成家，赶紧要个孩子，
结婚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随年龄
的增长，我对结婚这件事也比较谨
慎，不能像年轻时那样了，慎之又慎
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和
两个家庭负责，虽然现在还没有结
婚的对象，但正在努力之中。”

已经离开国足多年，刘云飞仍
关注着国家队的表现，对于里皮执
教的这支中国队，他有自己的看
法，“里皮知名度很高，后面几场世
预赛打得不错，打出了精气神，但
这么短的时间还不好评价一个教
练的得失。我觉得近十多年最强的
国足还是我们那届。”

“郑智是国足的灵魂，中国很
少出这样的球员，他要是退了，还真
不好说哪位能替代他的作用。这届
U23亚洲杯出了些好苗子，韦世豪
年轻，有冲劲，天赋也不错，但还得
多打比赛，尤其他这种被捧得挺高
的，一定要把握好自己才能有长远
的发展，要学习郑智那样的榜样。”

为何近年国足始终找不到一名
堪当重任的射手？刘云飞说：“中超
各俱乐部买外援都是以前锋为主，
中国年轻前锋机会太少了，这样怎

么可能有好的前锋？像之前老甲A
最开始还可以买外国守门员，但过
几年就规定守门员只能用本土球
员，中国守门员的水平就提高了，如
果足协来一纸命令，前锋也必须是
本土球员，肯定水平会提高。”

作为曾经的国门，刘云飞对现
在国家队的主力门将也进行了点
评：“曾诚比较稳，颜骏凌要年轻点，
稍微有点毛躁，这两人中选一个当
主力，我觉得还是曾诚，因为曾诚打
过大赛，在门前比较稳健，也能站得
住，大的失误没有。颜骏凌也不错，
他得再磨炼一下，其实我觉得王大
雷也不错。王大雷和曾诚、颜骏凌是
典型的两个极端，他的技术特点是
兴奋型的，可以说是比赛型选手，但
不能有失误，一失误就是非常重大
的失误，这可能是里皮不喜欢的类
型。”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发自天津

说戒毒痛省悟
“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把毒品当成死神”

说复出想结婚
“我人生的第二次起跑，必须谨慎”

说国足谈“国门”
“近十多年最强的国足还是我们那届”

忆辉煌恨年轻
“各方面的夸奖让我有点飘，驾驭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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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门”刘云飞戒毒成功并准备复出了！刘云飞，一个几乎已经被球迷遗
忘的名字。14年前，在2004年亚洲杯的时候，这个名字却到达过人生的巅峰。

之后的急速沉沦则更加令人目瞪口呆。他守住了自己的球门，却没有
守住人生的底线，一次出界，便成惨败。天才因欲望而生，天才因欲望而灭。

据公开报道显示，从2007年到2014年，刘云飞四次因吸毒被警方拘
留。自2007年后，他的职业生涯不仅提前终结，其人几乎完全消失在公众
视线中，其间还有不少流言传闻说他已经去世，在网上“骗财骗色”等。

这个名字的沦落和消失是中国足球胸口永远的痛。
成都商报记者在与刘云飞几个小时的对话中，深感他的故事是所有职

业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的警示，他的反省足以让每一个后来者三思。
刘云飞说：“我想通过自身的表现，再加上做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比如

做青训或去打中甲中超，以这样的正面形象来重新面对人生和大众。”有了
惨痛的教训，刘云飞特别提醒现在的年轻球员：“现在的一些小球员被捧得
很高，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因为他们职业生涯还很长，千万不能飘。”

2

3

4

四川首届乡村艺术大展
28日开展

为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
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全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乡村艺术服
务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全面
小康社会建设，为建设美丽繁荣和谐
四川做出文化贡献。由省委宣传部、文
化厅主办，省文化馆承办的“四川首届
乡村艺术大展”将于1月28日至3月2
日在成都红美术馆举行，活动将历时
35天。开幕式将于28日在成都东湖公
园红美术馆外广场举行。

“乡村艺术大展”活动自 2017 年
11 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全省文化系
统、民间工艺机构以及民间艺人的积
极参与。目前已完成组织策划、内容征
集、设计布展等方面筹备，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共征集到乡村艺术作品
600余件，目前布展工作正有序推进，
1月27日前全面完成“乡村艺术大展”
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本次展览将通
过年画及民族画、民族民间艺术、装置
艺术、匠人手工艺术、工坊体验艺术、
乡村艺术超市六个展览单元的乡村艺
术精品，展示新时代农村发展、农业创
新、农民致富新成果。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互联网+”深入四川
助力“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创建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1 月 24 日，
四川省工商局与腾讯公司签署“互联
网+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创建”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通过“互联网+政务
服务”方式，携手共建高效、便捷的
消费维权社会共治体系，有效提高
四川消费环境安全度和经营者的诚
信度，提升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更舒
心、更放心。

据介绍，腾讯将开放微信城市服
务及小程序平台，结合“一店一码”店
铺官方“名片”，消费者通过微信扫码
即刻进入可读取商户信用记录，了解
商家基本信息、行政处罚信息、消费投
诉信息、消费评价、服务承诺等，保障
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让消费者从
被动侵权转变为主动预防选择。当出
现消费纠纷时，消费者还可通过微信
平台发起维权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同时，四川省工商局利用腾讯的
微信支付、安全、云计算、LBS、大数据
营销等能力，加速四川各地商圈和景
区的移动支付建设，为消费者提供安
全快捷的移动支付手段，打造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的放心舒心消费生态圈，
建立一系列放心舒心消费城市示范商
圈和示范景区，助力四川省实现线下
商业升级。

据了解，四川省的“放心舒心消费
城市”创建启动于 2016 年，目前已有
成都、乐山、遂宁、德阳、内江、宜宾、巴
中、阿坝、甘孜9个市州进行试点。腾
讯互联网+合作事业部也一直助力乐
山等地的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建设，运
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建立了政府、
企业、消费者三方互动的消费服务大
平台。

当下，“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创建
也将在四川全省全面启动。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合作既是“互联网+政务
服务”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四川
消费维权领域开启“互联网+”时代的
里程碑。有利于促进双方资源优势互
补、信息共享、政企双赢，将为“放心舒
心消费城市”创建提供新的动力。为营
造良好消费环境提供新的支撑，为改
善民生促进和谐注入新的活力。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刘云飞接受本报采访

刘云飞辉煌的“国门”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