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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员突患重病
俱乐部中途解约

家人：合同明年到期，俱乐部也没给孩子买医保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讯
（李恒惠 记者 刘彦谷）1 月 16
日，国网广元供电公司召开
2018 年电力迎峰度冬新闻通
气会。入冬以来，广元电网用
电负荷和用电量不断攀升，1月
5 日，广元电网负荷达到 97.66

万千瓦，同比增长 9.9%。日电
量达到1823.07万千瓦时，是入
冬以来第2次刷新历史最高负
荷记录。据国网广元供电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王剑透露，
今冬明春广元电网总体供需平
衡，能够满足全市生产生活用

电需求。在不出现极端恶劣天
气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因电力
不足导致的拉闸限电。

与此同时，广元电网将重
点对冬季高峰负荷和春节农
民工返乡特殊时期，集中用
电可能出现重载、过载现象，

密 切 跟 踪 电 力 供 需 形 势 变
化，加强小场镇和农村地区
用电保障。通过对 60 个供电
所 369 条 10 千伏线路进行特
殊巡视，排查可能发生过载
的配电变压器 82 台，可能存
在低电压的台区 167 个，2 月

5 日前全部完成整治。
春节期间，广元供电公司

将联动供排水公司、天兆网络
公司、天然气公司，依托已建立
的49个民生联动服务站，实现
快速抢修，保障春节城乡居民
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广元冬季用电负荷创新高 供电人积极保障供应

向女士告诉记者，樊嘉昕
从小就喜欢运动，尤其是足
球。虽然身子瘦弱，踢起球来
却有板有眼，在一班同龄孩子
中很出众。小小少年心中有一
个梦想，长大后要成为绿荫场
上众人瞩目的那颗星。

樊嘉昕 9 岁离开通江县
城，被父母送到江西西山文武
学校，就读足球班。考虑到儿
子年龄小，一个人在外，向女士
多次提出要将他接回通江，但
樊嘉昕以不读书相“威胁”，父

母只好作罢。
樊嘉昕的父亲是一名普通

司机，母亲没有工作，平日里靠
打零工填补家用，家庭收入微
薄。为圆儿子的足球梦，夫妻
俩省吃俭用，4 年陆续花费近
30 万。2012 年，12 岁的樊嘉
昕开始崭露头角，入选北京八
喜足球俱乐部。2016 年 8 月
7 日，他成为北控足球俱乐部
签约球员，效力于该俱乐部
燕京梯队，担任担任球队主
力后腰。

“我现在只有一个愿
望，就是儿子的病能早点
治好。”在北京天坛医院，
来自四川巴中通江县的
向女士望着病床上的儿
子，眼里蓄满泪水。

病床上的男孩名叫
樊嘉昕，今年 18 岁，2016
年8月与中甲北控足球俱
乐部（以下简称北控俱乐
部）签约，成为该俱乐部燕
京梯队的一员，司职后腰，
因极具天赋且球技出众，
在队内享有“小巴萨”美
誉。2017 年 7 月，樊嘉昕
被检查出患有脑肿瘤，触
手可及的梦想倏然而逝。

樊嘉昕患病后，球队
教练和队员发动捐款，
2017 年 9 月 3 日，俱乐部
在支付 21 万余元医疗费
用后，与樊嘉昕的母亲向
女士签署了一份解除原
工作合同的协议书。今
年1月15日，向女士前往
俱乐部，希望支付医疗
费，但没有结果。

“作为国内一家有实
力有影响的足球俱乐部，
竟然没有为球员购买医
疗保险。”向女士告诉封
面新闻记者，她是在儿子
生 病 后 才 获 悉 这 一 情
况。“儿子从小就坚强，放
疗化疗那么痛苦，他都没
哭过，他一直以在北控踢
球为荣，但现在俱乐部中
途解约，感觉自己被抛弃
了，相比病疼，这事对他
打击更大。”

向女士所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作为当事方的北
控俱乐部如何看待此事？17日上午，封面新闻记者致
电北控俱乐部原总经理杨俊生，杨总表示，自己已于
2018年元旦节退休，不在其位了就不便介绍情况。随
后记者给俱乐部一位张姓副总短信表明采访意图，张
总回复，须带上单位介绍信和公函到北京当面采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颖

情况是否属实？
俱乐部：请到北京当面采访

樊嘉昕入院后，主教练
和队友纷纷捐款，总计 10
余万元，向女士十分感动。
中途，北控俱乐部打款5万
元，此后，她又去俱乐部要
医疗费，2017 年 9 月 3 日，
俱乐部一位工作人员来到
医院，带来一纸解约协议，
要求其签字，“他们说签字
后才能继续付费。”向女士
签了字，俱乐部共支付 21
万余元（含以前支付的各类
费用8万元）。

这份解除工作合同的
协议书约定：“甲方基于人
道关怀，一次性支付乙方经
济补助金 219393.85 元，上
述费用包含但不限于乙方
已经发生及后续可能发生
的医疗费、护理费、住宿费、
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误工费、交通费、可能出现
的残疾补偿金等，以及乙方

家属误工费、交通费、住宿
费等各项费用”，这项费用
包含此前代付的 5 万元手
术费和3万元的食宿费用。

直到此时，向女士才得
知，俱乐部竟然没有为樊嘉
昕等球员购买医疗保险。
在俱乐部和球员签订的工
作合同中，关于球员伤病是
如何约定的？向女士说，当
初签订合同时，儿子未满18
岁，她作为监护人在合同上
签了字，合同一式三份，俱
乐部说需要到北京市足协
备案，此后她一直未拿到合
同，相关条款不得而知。

向女士认为，樊嘉昕和
俱乐部的工作合同2019年
才到期，球员重病在床，俱
乐部却单方解约，并以此作
为支付医疗费的前提条件，
是极度不负责任的做法，此
举违反了劳动法。2017 年
11月中旬，她申请北京市人
社局进行劳动仲裁。到了
12月中旬，由于医疗费再次
告罄，向女士无奈之下推着
儿子到俱乐部，俱乐部负责
人吩咐财务借支10万元。

医生称，樊嘉昕能否康
复，未来三年的治疗至关重
要。而在老家通江县，他也
没有购买医疗保险。向女
士表示，她已决定通过法律
途径，为儿子讨回公道。

病中被解约 俱乐部疑违反劳动法

“儿子表现优异，有望很快
晋升到一队。”樊嘉昕的表现让
全家人为之骄傲，梦想在无限
接近。然而，命运却来了一个
剧烈的大转弯。

2017年夏天，从希腊踢完
比赛回国后，樊嘉昕回通江休
假，突然觉得头晕呕吐，颈椎
也 痛 得 厉 害 ，视 力 也 下 降 。

“儿子说从 5 月起就有这样的
现象，但各类比赛多，时间紧
任务重，根本没时间去检查，
痛得厉害时，队医给他做针灸
缓解。”

去年7月2日，向女士带儿
子去通江县人民医院做了核磁
共振检查。“颅内肿瘤占位！”医

生说，必须马上手术，否则会有
生命危险。家人立即与北控俱
乐部取得了联系，带着儿子到
了北京。7 月 18 日，俱乐部安
排樊嘉昕到北京天坛医院接受
了开颅手术。

术后不久，樊嘉昕的病情
又恶化了。“头痛、呕吐，反复发
烧，视物模糊，一发作起来时常
痛得忍不住用头撞墙。”向女士
说，看到曾经阳光帅气的儿子
如今饱受病痛折磨，她和丈夫
心痛不已。

这场大病让樊嘉昕的职业
运动生涯戛然而止。医生断
言，他即便脱离危险恢复到最
好状态，也很难重返赛场。

9岁少年郎 离家闯荡足球江湖

突发疾病 追风少年梦想搁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