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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申炜）国足目前正在苏州赛区接受医学隔
离观察，为了诊断武汉队国脚明天的伤势，天津大学泰达医院
骨科主任韩慧博士近日深入隔离区，完成了一次让人难忘的
出诊之旅。

国足在进行了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之后，返回苏州赛区，
根据防疫规定，全队按照“14+7”周期接受隔离。对于国足来说，
球员们的普通伤病都可以在赛区内部进行治疗，但遭遇重伤的
明天的治疗却犯了难。因为按照相关规定，如果在隔离期间出
现伤病的话，就必须前往当地传染病医院进行治疗，但这种医院
并没有骨科。

在这种情况下，国足方面联系了天津大学泰达医院骨科
主任韩慧博士，希望他能够深入隔离区为球员进行诊断。熟
悉韩慧博士的人都知道，他是运动医疗方面的专家，经他治愈
的运动员不计其数。考虑到特殊情况，韩慧博士最终答应了
国足的请求，前往苏州赛区为明天诊断。
“我是穿着全套防护服进入隔离区的，而且要求很严格。”

韩慧博士这样表示。两天时间里，他为明天进行了详细的检
查以及确诊。考虑到隔离要求，即使明天选择手术治疗，也需
要等到隔离期满21天之后，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软组织能否
恢复也成了是否进行手术的关键。诊断期间，国足方面提出
了八个字的要求：“精准诊断、快速康复”，韩慧博士这次的诊
断让国足方面非常满意。

即将开始的东京奥运会上，一旦中国运动员出现伤病的
话，那么在当地进行系统检查，回国后派出相关专家进入隔离
区进行诊断，将成为一种常态化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韩
慧博士出色完成了任务。

本报讯（记者 申炜）继上届欧洲杯冠军
葡萄牙队被淘汰之后，昨天，2018年世界杯
冠亚军双双出局。法国队7：8（含点球大战）
不敌瑞士队，克罗地亚队也踢到了加时赛，但
最终还是3：5负于西班牙队。
克罗地亚队和西班牙队上演了一场跌宕

起伏的比赛。第83分钟时，西班牙队还以3：1
领先。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将就此取得胜
利时，顽强的克罗地亚人发起反击，两名替补球
员奥尔西奇与帕萨利奇连入两球。克罗地亚
队在伤停补时阶段扳平比分，将比赛拖入加时。
比分被戏剧性追平，西班牙队并没有慌

乱，此前在小组赛中表现不佳而备受球迷指
责的莫拉塔成了力挽狂澜的英雄，他在第
100分钟打进关键进球，帮助
西班牙队再次领先。3分钟
后，奥亚萨瓦尔的进球为西班
牙队锁定胜局。
除了完成自我救赎的莫拉

塔，西班牙队门将西蒙是本场
比赛另一位焦点人物。第20

分钟，佩德里后场回传，西蒙试图接下这粒回
传球时出现失误，皮球并没有如他所愿控制
在脚下，而是掠过脚尖应声入网。最终，这粒
乌龙球算在了佩德里身上。

另外一场比赛中，法国队和瑞士队的比
赛同样富有戏剧性。第75分钟，博格巴远射
得手，帮助法国队取得3：1的领先优势。不
过随后瑞士队发动反扑，塞费罗维奇和加夫
拉诺维奇先后建功，将比分变成了3：3，双方
只能进入加时赛。

双方在加时赛未能有所作为，而残酷的
点球大战中双方弹无虚发，最后一个主罚的
姆巴佩不幸将皮球罚失，最终法国队7：8输
给对手，爆出了本届比赛最大冷门。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美洲杯小组赛全部结束，在A
组最后两场比赛中，阿根廷队4：1大胜玻利维亚队，乌拉圭队
1：0小胜巴拉圭队。美洲杯八强对阵也随后出炉，如果可以
一路淘汰各自对手的话，巴西队和阿根廷队将在决赛中相遇。

美洲杯向来关注度不如其他国际大赛，而今年赛程与欧洲
杯“撞车”，曝光度更是遭到压缩。最重要的是，本届美洲杯的赛
制相当特殊，注定了小组赛受关注程度较低。本届美洲杯共10
支球队参加，分两个小组，小组赛阶段只淘汰小组垫底的球队。

阿根廷队对阵已经遭到淘汰的玻利维亚队，依然尽遣主
力出场，梅西贡献2个进球和1记助攻，成为全场最佳。阿根
廷队小组赛取得了3胜1平战绩，以小组头名出线。值得一
提的是，梅西在这4场比赛中打进3球助攻2次，独自领跑射
手榜，并且在助攻榜上与内马尔并列榜首。

小组赛落幕，八强对阵也随后出炉。巴西队对阵智利队、
秘鲁队和巴拉圭队相遇、阿根廷队碰到了厄瓜多尔队、乌拉圭
队和哥伦比亚队交锋。由于巴西队和阿根廷队都拿到了小组
头名，两队只有在决赛中才会相遇。作为本届美洲杯状态最
好的两支球队，外界都期待着巴阿上演一场精彩的大战。

由于美洲杯的比赛时间太长，而且目前疫情在巴西非
常严峻，智利队和阿根廷队都选择返回国内备战即将开始
的1/4决赛，并且已经得到了南美足联的批准。

美洲杯八强对阵出炉

本报讯（记者顾颖）昨天傍晚，天津津门
虎队在济南，与山东泰山队进行了总共3节，
每节45分钟的热身赛。总时长相当于正式
比赛“一场半”的比赛，津门虎队在第二节的
中段，进行了人员的完全轮换，前两节90分
钟内与山东泰山队战成2：2平，第三节再失
两球，最终总比分2：4失利。
昨天津门虎队乘坐 13:28 从天津南

站开出的高铁前往济南，一小时抵达济
南西站后，仍然由山东泰山队大巴车接
队伍到训练基地。比赛原定17:00进行，
因为济南昨天下午阴天，怕赶上雨，所以
在津门虎队正常抵达，一切收拾妥当后，
比赛在 16:45 开始。津门虎队的首发阵
容，守门员位置派上了方镜淇，其他位置
为周通、卡达尔、聂涛、金洋洋、钱宇淼、
苏缘杰、高嘉润、赵英杰、巴顿、谢维军。
比赛开始后，津门虎队打得比较自如，包

括进攻方面，也展现出了更多的想法，先后凭
借苏缘杰的头球，和利用角球机会，赵英杰助
攻金洋洋头球，连续破门，取得2：0领先。不
过在此之后，津门虎出现了一次球门球被抢
断的失误，莱昂纳多单刀破门，将比分扳成
1：2，随后山东泰山队获得了一粒点球，费莱
尼主罚命中，将比分扳平。上半时津门虎队

唯一的一次换人是被动的，巴顿腰部受伤被
杨万顺换下，不过巴顿情况并不严重，他本人
也表示可以坚持，但是出于保护球员的考虑，
教练组仍然将他换下。

比赛进行到第二节中段，津门虎队将阵
容进行了轮换，除了杨万顺依旧留在场上之
外，其他球员全部撤换下场，由滕尚坤、谭望
嵩、宋岳、邱添一、王政豪、白岳峰、陈科睿，试
训球员王嘉楠、石炎，以及李想登场。整个第
二节，双方都没有进球，90分钟战成2：2。第
三节比赛，泰山队相比之下打得更为主动，黄
聪和郝海毅先后入球，使比赛最终比分变成
2：4，津门虎失利。

纵观整场比赛，从开场领先两球，到平
局的局面下，第三节连失两球，津门虎队能
够总结的内容很多，其中包括一些可喜的
改变，也包括防守细节方面需要继续打磨
的瑕疵，还包括“板凳深度”问题。三节比
赛中的两次休息，主教练于根伟一直特别
向队员们强调，在等待内外援进一步到位
的情况下，大家必须依靠团结一致、内部挖
潜来增强队伍的战斗力。

目前王嘉楠、石炎两名球员津门虎队已
经计划引进，不过相关手续要等待转会窗口
开启再办理。出生于1993年的王嘉楠曾效

力于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广州富力俱乐部，
后前往日本J1联赛鸟栖砂岩足球俱乐部效
力，在日本联赛杯对阵横滨FC的比赛中曾
首发出场，不过时运不济，被日本传奇球员三

浦知良铲成重伤，必须长时间进行恢复。出
生于2002年的石炎是山东泰山青训系统
U19年龄段前锋位置的佼佼者，有关他的资
料，有据可查。

先入两球第三节遭逆转 计划引进球员替补登场

泉城再过招津门虎负泰山

世界杯冠亚军出局 这届欧洲杯有点冷

天津医学专家助力国足

日甚一日抱病操劳
不得不说，焦裕禄能够经受执

政和各种诱惑考验，信念、美德、自
律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三根支柱。历
史证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谁也不
能代替党员自身修为。不懈学习、
志存高远、崇尚简朴、不离劳动，正
是焦裕禄在执政条件下初心常在守
纪有恒的密码。
焦裕禄赴任兰考前，地委书记张

申找他谈话，曾给他打“预防针”，提醒
他到兰考工作，要做好经受“三个最”
严峻考验的准备。党性渗入骨髓的焦
裕禄，虽表态感谢组织信任，把自己派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但他真正领
悟老领导“三个最”的告诫，还是在全
身心融入兰考的历史与现状，深度触
及各种矛盾之后。
作为县委书记，焦裕禄必须按照

党的路线方针突出“以阶级斗争为
纲”，但现实最紧迫的任务是抗灾救
灾，解决全县36万群众的吃饭问题；兰
考的特殊难题是阻止灾民外流，焦裕
禄在领导治理“三害”、改善生产条件
稳定群众的同时，也要面对现实，允许
部分在乡确实无法生存的群众外出讨
饭；焦裕禄要最大限度凝聚力量同严
重自然灾害作斗争，同时也要实事求
是总结“大跃进”以来人为失误的教
训，纠正恶化生态环境的错误做法；巩
固以人民公社体制为标志的集体经济
是县委的重要职责，但为度荒年和调
动积极性，焦裕禄也要顺应生产力发
展水平，采取确定林权和从种到收全
程管理大包工等措施，以调动群众积

极性；焦裕禄奋力扭转兰考被动局面，渴望
媒体宣传重灾区出现的积极变化提振军心
士气，但由于短期内难以杜绝灾民外流招
致上级批评，为减少饿毙违规购议价粮和
用救灾代食品顶换国家统销粮受到通报；
焦裕禄肝病日趋严重亟待治疗，但刻不容
缓的救灾又使他秉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
狱”信条，义无反顾奋战救灾第一线……

内外交织的矛盾，沉重的工作负担，
令焦裕禄心力交瘁。他很少再编顺口溜，
挂在家中墙上的二胡依然保持缄默。徐
俊雅尤为担忧的是，焦裕禄的肝病出现了
反复。而病情逆转，则始于1963年夏秋
之交，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抗击那场史所
罕见的特大暴雨。

看到焦裕禄依然日甚一日地抱病操
劳，徐俊雅又痛又急，含泪警告他说：“你要
是再不抓紧治病，我就到开封地委去告你！”

焦裕禄怔住了。他望着茹苦含辛十
几年的妻子，疲惫的脸上漾开一丝笑容：
“哪能啊，老夫老妻的，那样影响多不好！”

此后，焦裕禄依然故我。面对严重自
然灾害、干部队伍中错误思想和自身沉珂
日重多重挑战，焦裕禄扮演了以生命殉党
的事业的悲壮角色。

在杜鹃啼血、秉烛冲刺的日子里，他
经历了怎样的痛楚？

鞋帽店遭搜查
小回赶紧帮田生收拾暗室里的

东西。田生看出小回紧张，安慰她
说，你放心，不会有事。小回说，我
是担心你。

小回这次来天津又快两年了，
已经越来越看出来，外面的形势跟
自己想的不一样。本以为日本人走
了，能过太平日子了，可现在看，不是
这么回事。街上的东西越来越贵，有
时一天就涨几次。有钱的还是有钱，
吃不上饭的还是吃不上饭。一些歪戴
帽儿斜瞪眼儿、不三不四的人，也照样
还在街上溜达。探子也整天四处转，
说不定哪会儿，就在哪个地方抓人。

田生笑笑说，你不用担心我，这里
的情况，我先向申主任汇报，再另想别
的办法，现在这边还有很多事，我暂时
不会离开天津，一有机会，就来看你。

小回看着田生，有点不舍，你这一
走，不会又几年吧？说完，又咬了咬牙，
反正，我就在这儿等你了。田生抱了抱
小回，叮嘱她千万小心，就匆匆走了。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鞋帽店果然来
了几个人，都穿着便衣，也不说是哪儿
的，一进来就在铺子里乱翻。伙计小满
一见赶紧过来，拦着说，你们这是干嘛？

一个留分头的胖子回手给了小满
一个大嘴巴子。小满的嘴角登时流出
血来。小满看着又瘦又小，也不是好
脾气，一下急了，抹着嘴角瞪起眼说，
你打人？

保三儿正在账房，听见外面的动
静赶紧出来，一看这阵势就明白了，过
来拉住小满。这几个人在外面翻了一

阵，又去后面。一会儿，留分头的胖子出
来，问保三儿，你是老板？保三儿说，老
板死了。胖子问，怎么死的？保三儿说，
让日本人抓走，打死了。胖子听了又看
看保三儿，说，你过来。
保三儿跟着来到后面。这时，墙边

的货架子已经搬开了，露出里面刚抹的
灰膏儿。这时一眼就能看出来，相对着
的是两堵墙，都抹了灰膏儿。胖子指着
问，这是怎么回事？
保三儿看看说，今年夏天雨水大，这

两个墙山往上反碱，墙皮都粉了，天一凉
快，刚铲了墙皮重抹的灰膏儿，年头儿太长
了，墙山已经不结实，怕倒，又垒了个垛子。
胖子让把铺子后面的灯全打开，又

仔细看了一阵，才带人走了。
这年腊月二十三，天津下了一场雪。
雪是从早晨下的，也不太大，到中午

一出太阳就化了。但化也没全化，天又
冷，表面的一层刚一化又冻上了，在街面
儿上结了一层薄冰，看着像泼了一层油，
不光光滑儿，一走也刺溜刺溜的。这一
下就坏了，大小伙子也不敢迈腿，稍一抬
脚就得摔跤。
有个拉胶皮的从鞋帽店的门口儿

过，车上坐着一男一女，都穿着裘皮大
氅，男的还戴着一顶三块瓦的水獭帽子。

107 13 初到上海
离开船还有半个小时，母亲、姐

姐、弟弟都送我到船上，依依惜别之
情，令人心碎。母亲抱着我的头，再
次叮嘱我一人在外，多多注意安
全。我也强忍泪水，劝慰了她。
“呜——”汽船拉笛示意要开船

了，一个船工敲着铜锣喊道：“送人
的下船喽，送人的下船喽！”母亲、姐
姐、弟弟一步一回头地下了船，我深情
地望着他们，不断向他们挥手告别。
船离岸边远了，我终于忍不住了，想到
母亲的终日辛劳，想到姐姐出嫁后身
边没了帮手，想到弟弟年纪尚小，也想
到自己背井离乡前途渺茫……不禁潸
然泪下。

从幽静恬淡的江南水乡，来到“冒
险家乐园”的上海，王辛耕瞬间被它的
繁华、拥挤和喧闹震撼了。王景亭父
子这对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宛如刘姥
姥进了大观园，眼睛中不禁流露出几
分惊惧与怯意。下船后，爷儿俩叫了
一辆黄包车，将亲戚来信中注明的地
址告诉车夫，便在颠簸中上了路。

上车不久便看到一座圆拱桥，桥
边立着一座高大的煤气罐，王景亭自
以为是地指着煤气罐说：“瞧，这就是
上海人蒸包吃的大锅！”黄包车夫回头
瞥了他一眼，话锋中略带讥讽：“老乡，
没来过上海吧？你在哪里见
过这么大的锅哇？”正说话间，
桥下跑来几个衣衫褴褛的小
童，将黄包车用力往桥上推。
下桥后，车夫绕了个弯子，停
下来说：“老乡，给钱吧！”

“到了吗？”王景亭惊愕地问。
“没有！”
“没到就要钱吗？”
“老乡，这你就不懂了吧，孩子们帮助

推车，挺辛苦的，给五个铜板吧！”
付了“小费”，上了黄包车，跑了一段

路，王景亭发现又回到了那个“大锅”、那
座小桥。黄包车夫停下脚步，放下车把，
伸手道：“六毛钱！”
王景亭怔住了：什么？这么短的路程

就要六毛钱，这可是六十个铜板呀！算我
倒霉，遇上敲竹杠的了！碍着面子，他从
粗布长衫中抖抖擞擞地掏出六毛钱。
其实，外婆家就住在离“大锅”不远的

公共租界。
忽然间，一阵尖厉的警笛声打破了周

围的宁静，街头的行人慌不择路，或避于
街角，或窜入弄堂，店铺纷纷闭门谢客，现
场一片混乱嘈杂。稍顷，但见一个头戴包
布的印度巡捕挥舞大棒，用听不懂的外国
话大声呵斥着，驱赶着挡道的车辆。随即

便是一队摩托车开道的日本兵，
他们全副武装，一路小跑，大皮靴
踩在路上嚓嚓作响，杀气腾腾，不
可一世。之前只在报纸上见过鬼
子的王辛耕，这次真的“见鬼”了，
感到又气愤又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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