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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晗“太邋遢”遭节目组吐槽
作为娱乐圈的“模范爸爸”，邓超对

孩子的宠爱全国人民都知道。在上一期
节目中，邓超更是将女儿送给自己的小
玩偶随身携带，引得网友纷纷笑言“宠女
狂魔”。令人意外的是，本期节目，邓超
却要将孩子“送”给节目组。节目中，邓

超不仅向工作人员直接下跪，大呼“我在
节目里没有关心到你们”，还轻声嘟囔着

“只能把孩子送给你们了，等等，爸爸对
不起你”。

除了邓超的反常让大家倍感意外，
工作人员的“花式吐槽”也令兄弟团一脸

惊愕。节目中，精心装扮的兄弟团虽然
达到了本季的“颜值巅峰”，却被节目组
的工作人员连番吐槽。现场，邓超、陈赫
被双双指控“太啰嗦”，惹得众人爆笑不
已；而兄弟团公认的“盛世美男”鹿晗，则
是个装扮随意的“邋遢鬼”。

李晨求撕“黑衣人”再现江湖
被工作人员吐槽只是“冰山一角”，本

期，兄弟团以及嘉宾魏大勋还与自己的VJ
进行了一场“极速比拼”。节目中，虽然兄
弟们初来游戏场地就被指压板+泥潭的

“奔跑配备”吓得尖叫不断，但实际上这些
“魔鬼道具”都是节目组送给兄弟们的“惊
喜”。现场，只要“伐木累”能够在赛跑中
战胜四位VJ，就能让所有的工作人员站在
指压板上进行泥潭游戏的拍摄。究竟兄
弟们能否抓住突如其来的“换位福利”？

上期，趣味满格的“攻守交替撕名
牌”令网友大呼“精彩”。本期，“撕名牌游
戏”再度升级，不仅许久不见的“黑衣人”
再现江湖，兄弟团还举步艰难。现场，李
晨欲凭一己之力对抗Angelababy、陈
赫、鹿晗三人，但陈赫却表示“我希望你坚
持下去”。面对三对一的撕名牌好机会，
三人为何全部拒绝？而“黑衣人”贴在兄
弟们身上的标签又是什么新花样？敬请
期待今晚8：50由腾讯视频与爱奇艺联合
独播的浙江卫视安慕希《奔跑吧》，让我们
准时相约这场爆笑的“奔跑年会”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戴竺芯）6月25
日，本报报道了《大二学生休学一年照顾
患病母亲》，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8日，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益项目组联合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为当事人李长清颁
发一万元奖金，用奖励的方式为他的孝
心点赞，希望能给他的家庭减轻些负担。

李长清20岁，今年3月，在西南交通
大学读大二的他刚刚开学，却得知母亲
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在医院下了两
次病危通知书后，为了更好地照顾妈妈，
他决定休学一年，将时间全部用于陪伴
母亲。众多网友和读者为李长清的孝心

所感动，他的故事，也受到了“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的关注。

该项目负责人说：“在公益平台，我
们遇到的求助很多。但李长清的故事，
让我们十分感动。他在微博中记录了母
亲病后，自己奔波求助的点点滴滴。面对
家庭的不测，他不抱怨，不逃避，和病友抱
团取暖，对帮助过他的人心怀感恩。这份
奖金，是奖励，更是打气。希望他在未来
的路上，一如既往地充满勇气。生活不
易，但值得为生命中重要的人努力。”

28日，李长清听说阿里巴巴要给他
颁发奖金，连连表示感谢。“这笔钱将用

于妈妈的治疗，目前骨髓移植手术还在
筹备中。”李长清说，前两天，由于自己的
骨髓匹配出了一点问题，目前，姐姐和舅
舅将继续做相关匹配检查。

华西都市报联合天天正能量给李长
清的颁奖词中写道：“谁言寸草心，报得
三春晖？这是一个被追问了千年的问
题。一个儿子用实际行动做出了自己的
回答。一边是母亲的病榻，一边是留恋
的象牙塔，面对自己的青春年华，他毅然
决然地按下暂停键。在疾病面前，流水
般的账单是冰冷的数字，但亲情是永恒
的温暖港湾。母亲的生命也许依然脆

弱，但是孝子的深情已坚如磐石。在舍
弃与坚持中，他用稚嫩的肩膀扛住了责
任，扛住了家的希望，扛住了命运的负重
与历练。”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公
益开放平台，联合华西都市报等主流媒
体在全国范围寻找真善美、奖励正能
量。截至2018年5月，天天正能量总计
投入公益金4200多万元，发起每周正能
量常规评选246余期、特别策划奖励600
多次，直接奖励人数超过4600人。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报道的多位正能量人
物已获得该公益项目的专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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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7时）
AQI指数 75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雅安、南充、巴中、
乐山、绵阳、资阳、眉山、广安、泸州、
攀枝花、德阳、西昌、广元、宜宾、遂
宁、达州
良：自贡、内江

2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AQI指数 76—106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
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9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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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18172
期开奖结果：247 直选：2578（118）
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
注奖金346元；组选6：7679（805）注，
每注奖金173元。（1169.4万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18172
期开奖结果：24747 一等奖：40注，每
注奖金10万元。（2.45亿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
18085期：03200222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
第18081期：00111000101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
果为准)

《奔跑吧》邓超下跪“送孩子”
“撕名牌游戏”再度升级

各行各业都有幕后英雄，或许灯光
不会落在他们身上，但如果没有他们，熠
熠星光都将为之黯淡。今晚8：50，浙江
卫视安慕希《奔跑吧》的幕后英雄纷纷现
身。节目中，“伐木累”不仅遭受节目组
工作人员的连环吐槽，还将自己宝贵的
“东西”拍卖给了节目组。

此外，兄弟团还联手魏大勋与自己
的VJ（跟拍摄像师）进行“急速比拼”，究
竟兄弟们能否挑战成功？在“黑衣人”遍
布的“撕名牌大战”中，谁又能脱颖而出？

成都高新区：
基层党员民警
也要“正风倡廉”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想玲）深入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成都高新区
公安分局始终绷紧从严从紧这根弦，坚定
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
面加强基层民警队伍作风建设，深化民警
及警辅人员纪律教育，在日常管理基础
上，分局推出《高新公安分局民警、辅警八
小时以外管理制度》，确保公安队伍绝对
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为高新区打造
国际创新创业中心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严肃党纪党规和警务纪律。加大督
导检查力度，从民警的基本行为养成抓
起，把公安部“三项纪律”、省厅“八个一
律”和成都市公安局“六条铁规”等纪律规
定贯穿到执法活动和队伍管理各个环节，
严肃查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等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开展集中整治。严肃
查处下达罚款指标、违规罚款、民警收“黑
钱”等问题，对有警不接、有案不立、立而
不侦、违规立案、慵懒散漫、冷硬横推、刁
难群众、吃拿卡要以及粗暴执法、随意执
法、效能低下等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问
题及时查纠。同时，深入整治公安民警涉

“枪、车、酒、赌、毒”问题，进一步规范辅警
队伍管理和监督。

持之以恒纠“四风”。持续推进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四风”问题新形
式、新苗头、新动向，抓深抓细抓实。大力
推进社会综合评价工作，有效督促各级公
安机关全力落实便民利民措施。

16岁的刘鸿（化名）去球场训练，
妈妈肖倩会偷偷跟在他身后，不敢太
近，也不敢太远。

刘鸿患有孤独症（也 称 自 闭
症）。本月初，2018国际特殊奥林匹
克东亚区特奥融合足球赛在上海举
行，四川只有一支球队——成都青羊
区特殊教育学校特奥融合足球队参
赛，球队里有6名特奥运动员，刘鸿是
其中之一。

此次比赛有来自中国特奥委员
会、蒙古特奥会、韩国特奥会等12支
球队参赛，青羊区这支特殊足球队获
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6月22日，记者来到位于青羊
区特殊教育学校的训练场，探访这
支特殊球队。绿茵场上，球员们奔
跑跳跃，丝毫不在乎汗水把衣服打
湿。

球队教练罗旭光告诉记者，队员
们的心理年龄小于生理年龄，有的心
理年龄有十多岁，有的只有四五岁。

这支特殊队伍，从上海比赛回
来后，正在备战四川省第四届特奥
运动会。前三年他们都在特奥运动
会足球比赛中夺冠，这次希望能四
连冠。

特殊的球队
队员都有智力障碍

在这支特殊的球队中，队员都有
智力障碍，还有自闭症患者，刘鸿就
是其中一员，他在紧张时，会习惯性
地用一只手摸腮帮子。

“现在世界杯，你喜欢哪支足球
队？”他目光有些躲闪，手抬起来摸腮
帮子，脚在原地划几下，挤出四个字，

“我忘记了。”
“你喜欢的球星是谁？”他还是做

出同样的动作。记者继续问，“C罗
吗？梅西呢？”刘鸿眼睛瞄了瞄妈妈，
虽然肖倩回以鼓励的眼神，他的答案
依然是“我忘记了。”

刘鸿并非真正忘记，或许只是无
法和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沟通。

肖倩说，刘鸿是个真球迷。教练
罗旭光要求他晚上9点半必须睡觉，
刘鸿特别听话，就算当晚有世界杯比
赛直播，也会乖乖睡觉。刘鸿的爸爸
也是球迷，等到儿子睡了之后，他会
悄悄打开电视看直播。“他爸爸看得
正起劲，回头一看，刘鸿正安静地目
不转睛盯着电视。不知道他什么时
候悄悄起的床。”

2018国际特殊奥林匹克东亚区
特奥融合足球赛，成都有6名特奥运

动员参赛，刘鸿是其中之一。肖倩不
放心儿子没有父母的看护而出远门，
也跟了去。在儿子比赛训练的场地
旁，租了个小旅馆的房间。“没想到训
练是全封闭式的，虽然进不去，但在
不远处待着也好。”

小志（化名）是球队里另一名自
闭症队员。中场休息时，他毫无征兆
走过来，轻轻对着记者叫了一声“阿
姨”，然后回到球场练球。但当记者
问他喜欢哪些足球队或球员时，他却

不说话了。
一旁，18岁的队员小胖调皮起

哄，“他知道的，你说嘛……”球场上，
七嘴八舌，热闹成一片。小胖的认知
能力比小志好。他每天从龙泉驿的
家里搭地铁到青羊区球场训练。小
胖因小时一次溺水，导致大脑缺氧，
智力4级障碍。他最爱的球队是巴西
和瑞典，他抹着头上的汗水说，“练
球，辛苦又开心吧。”

孩子气的球员
输了球会哭半个小时

张峰（化名）外号“疯子”，是罗旭
光带的第一名学员，也是队里球技最
好的。

张峰今年28岁，初中毕业后，曾
跟父亲在工地上干活。后来学了
计算机，成为一名网管。“我现在
是网管小组长。”他略显骄傲地告
诉记者。正在进行的俄罗斯世界
杯，他不愿错过任何一场球赛，“我
最喜欢葡萄牙队，最喜欢的球员是
C罗。”

罗教练说，张峰踢球技术很好，
不少正常人也踢不过他。赛场上，
罗教练很严厉。平日里，队员们都
叫他老大。罗教练说，队员们的心
理年龄小于生理年龄。有些认知能
力好，心理年龄有十多岁，有些认知
能力差一些，心理年龄只有四五
岁。而这个年龄的小孩都喜欢“耍
嗲”，很依赖他。

2015年，球队到江西比赛。因为
有队员受伤，只拿到银牌。队员们控
制不住情绪，在球场哭了半个小时，
甚至不吃饭，带着哭腔嚷嚷着“我们
只要金牌，不要银牌。”今年上海的比
赛拿到第四名，孩子们也哭了。

“他们的目标单纯而明确，心里
想的都写在脸上。”罗旭光知道，这些
球员虽然年龄会长大，但身上的孩子
气，会伴随他们一辈子。

足球少年的成长
沟通交往能力不断提高

目前，该球队有30人左右。怎么
选择这些球员呢？

“不需要他们是最拔尖的。我
们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在团体竞技
比赛中锻炼生活自理能力，以及沟
通交流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等。”罗
旭光告诉记者。教这些孩子踢球
时，他必须把动作分解得很细。常
人1天能学会的动作，可能他们需要
几天或几周。他告诉记者，小胖今
年18岁，学了三个月，还在用脚尖踢
球。

但成长是看得见的。
患有自闭症的小志和刘鸿虽不

能回答“你喜欢哪个球员”这类简单
的问题，但球场上的奔跑，大汗淋漓
的畅快，与同伴携手合作的胜利，似
乎在悄悄改变他们。

刘鸿今年3月开始接触足球，现
在，肖倩明显感受到儿子的变化。

“现在他胆子比以前大了。”肖倩笑
着说，以前儿子很不善于表达感
情，前不久他主动跑到学校一名老
师跟前说，“老师我好久没见你了，
我好想你啊。”当时，老师的眼泪就
出来了，缓过神后，惊讶地给肖倩
打电话告诉她此事。肖倩也是笑中
带泪。

7月3日到8日，他们将又一次离
开家，到广元参加第四届四川省特奥
运动会，面对未知的挑战。他们的目
标是取得四连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秋凤
摄影雷远东

大二学生休学照顾患病母亲
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万元奖金

成都有支特殊足球队
曾夺特奥会“三连冠”

球队在训练中。

队员们都热爱足球运动。

奔跑吧表彰盛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