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段西元 ） 周
一晚间， 中甲北京控股足球俱乐
部对外宣布： 2017年6月5日下午
18时许 ， 球队开展正常训练期
间， 科特迪瓦籍外援谢克·蒂奥
特先生突发昏厥， 俱乐部第一时
间送往医院抢救 ， 终因抢救无
效， 于5日19时许不幸辞世， 年
仅31岁。 目前俱乐部已与其家属
取得联系。 北控俱乐部表示———
谢克·蒂奥特先生于2017年2月5
日加盟北京控股足球俱乐部， 加
盟以来蒂奥特先生为俱乐部做出
了突出贡献， 并以其高超球技和
职业精神获得俱乐部、 教练组和
队友们的高度评价。 在此， 北京
控股足球俱乐部对蒂奥特先生的
不幸辞世表示沉痛哀悼。

蒂奥特的突然辞世令人非常
震惊， 北控队门将董雷在微博中
写道———根本无法入睡， 仿佛你
还在我们的身边！ 逝者安息， 愿
天堂也有足球。 这篇微博下面董
雷给友人的回复中， 这位门将还
写道 “下午训练就在身边， 一下
子就走了， 当时就感觉情况不对
了”。 蒂奥特是英超名将、 科特
迪瓦国脚， 他的去世也震动了国
际足坛。 莱斯特城球员辛普森表
示至今无法相信关于蒂奥特的这
个消息， 太过悲哀了。 登巴巴在
推特上发了6个哭脸， 语言已经
不能表达他的悲痛之情。 蒂奥特
在业界口碑甚好， 曾经执教蒂奥
特的贝尼特斯说： “蒂奥特是位
很职业的球员 ， 是个杰出的男

人”。 荷兰国门克鲁尔则称赞蒂
奥特是 “自己最喜欢的队友 ”，
比利时国家队队长孔帕尼说蒂奥
特是他 “最友好和坚强的队友之
一”。

本赛季转会到北京北控之
后， 蒂奥特一直是球队表现最好
的球员。 今年北控队遇到了很大
的困难 ， 球队一直在降级区徘
徊， 前场的两位外援很长时间都
伤停， 蒂奥特大部分比赛都是北
控队唯一能用的外援。 比赛中蒂
奥特表现出了一位世界级球员应
有的职业素质， 他的拼劲往往能
够带动球队。 高洪波上任后， 把
蒂奥特的位置从后腰回撤到中
卫， 效果相当好。 如今蒂奥特撒
手人寰， 令人心碎。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苗新） 6月3日， 中建二局三公司
天津分公司50余名员工在工会组
织带领下， 乘大巴前往蓟州区梨
木台风景区进行了为期一天的
“亲近自然 快乐行走 ” 徒步登
山比赛活动。

此 次 活 动 由 中 建 二 局 三
公 司 天 津 分 公 司 工 会 牵 头 组
织 ， 旨 在 倡 导 大 家 “锻 炼 身
体 每 一 天 、 幸福生活一辈子 ”
的健康意识。

50余名建筑职工
亲近自然快乐行走

“我们成立户外运动俱乐部
的目的是， 既锻炼身体， 又观赏
美景， 还促进沟通， 最终帮助做
好本职工作。 通过活动， 我们已
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91金融户
外俱乐部部长郭洪霖对记者说。

近日，记者采访了郭洪霖，他
向记者介绍了这个户外俱乐部。
91金融的员工绝大多数是80后、
90后， 他们平时都是在办公室工
作。经过调查发现，很多员工都愿
意在周末到郊外活动， 于是公司
成立了91金融户外运动俱乐部。

据介绍， 这个俱乐部活动项
目非常广泛， 不仅包括登山、 骑
行等员工喜闻乐见的活动， 今后
还将举办跑步、 滑雪、 钓鱼等。
“只要是户外活动都将纳入户外
运动俱乐部的范畴。” 郭洪霖说。

目前， 91金融有300多名员
工， 而户外运动俱乐部成员就有
110多名。 在户外运动俱乐部成
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已经举办
了4次活动。

郭洪霖说： “通过这些活动
使职工相互认识， 对各部门的工
作有所了解， 也为职工今后的协
调工作起到促进作用。”

既锻炼身体
还促进沟通
———访91金融户外
俱乐部部长郭洪霖

□本报记者 阎义

■职工体育

【体育】13副副刊刊２０17年 6月 7日·星期三│本版编辑于彧│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李亚楠│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体育资讯

北控外援蒂奥特猝死

本报讯 （记者陈曦 通讯员
曹蕾） 穿着印有文体节 logo和吉
祥物的T恤， 戴着写有 “公益明
星 胡同微马” 的绶带， 6月6日，
大栅栏街道第二届胡同微型马拉
松之公益明星赛开跑， 短道速滑
世界冠军刘秋宏、 原北京国安足
球俱乐部运动员南方和扎根社区
服务居民的公益明星一起， 为比
赛进行领跑， 共同传播友爱向上
的公益力量。

本次胡同微型马拉松全程

共计4.5公里 。 活动现场，随着起
跑指令发出，近200名参赛选手在
6位公益明星的领跑下，穿梭于老
北京胡同，感受老北京风土人情。

据了解， 这场 “公益明星领
跑赛 ” 也是2017大栅栏街道文
体节之胡同微型马拉松的第二项
活动 ， 主要针对地区居民 、 社
工、 企业以及辖区单位等展开，
旨在传播热爱公益、 积极向上的
正能量。

本报记者 陈艺 摄

体育明星领跑胡同微马

世乒赛男单冠军对马龙而
言 ， 一直是非常渴望的 ， 从
2007年开始出战单打以来， 等
待了八年才等到冠军。 2011年
和2013年， 马龙打进四强后都
输给王皓， 直至2015年冲破这
层窗户纸， 半决赛击败樊振东
后决赛战胜方博， 首次拿到世
乒赛男单冠军。 正是那个在苏
州拿到的世乒赛冠军， 让马龙
彻底完成蜕变， 由此开启追逐
大满贯之路。 里约奥运会， 马
龙决赛4∶0完胜张继科， 成为中
国男队历史上第四位大满贯得
主， 达到荣誉的巅峰。

进入东京周期， 马龙并没
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身体状
态保持得很好， 状态也依旧出
色， 去年底巡回赛总决赛第五
次封王， 今年卡塔尔赛拿下冠
军。 不过此前的亚锦赛，马龙早
早出局被爆冷， 也承受着不小
的压力。 本届世乒赛，马龙与波
尔搭档男双早早出局， 将精力
更多地放在单打上。 连胜庄智
渊、波尔和许昕后，马龙连续两
届打进决赛。 冠军争夺战面对
气势汹汹的樊振东， 马龙先丢
一局后连扳三局，3∶1领先形势
大好， 但却被樊振东追至3平。
决胜局马龙在开局不利的情况
下，最终完成12∶10的逆转，关键
时刻尽显大满贯冠军的本色 ，
完成世乒赛卫冕大业。

中国男乒的历史上， 此前
只有庄则栋 、 郭跃华 、 江嘉
良、 王励勤和张继科卫冕过世

乒赛男单冠军， 如今马龙也加
入这一行列 。 而这一个冠军 ，
也让马龙的世界冠军数达到19
个， 超越此前同为18个的马琳
和王皓， 成为男乒史上的第一
人 。 马龙的这19个世界冠军 ，
包括三个奥运冠军 (一单打两
团体)， 世乒赛团体六冠， 单打
两冠， 双打一冠， 世界杯团体
赛五冠， 单打两冠， 集齐了所
有的重大荣誉。

而马龙的三大赛冠军数 ，
也追平张继科， 两人同为五个
冠 军 。 张 继 科 拿 到 2011年 、
2013年世乒赛， 2011年 、 2014
年世界杯以及2012年伦敦奥运
会冠军 ， 马龙则拿到2015年 、
2017年世乒赛， 2012年、 2015
年世界杯以及 2016年里约奥
运冠军 。 以马龙现在的状态 ，
继续累计三大赛冠军依然大有
希望。

具体到这场决赛， 马龙面
对樊振东的又一次冲击， 再次
证明自己世界排名第一的实
力。 如今的樊振东早已具备夺
取男单世界冠军的实力， 但马
龙还是在关键时刻技高一筹 ，
细节的处理上相比樊振东依然
是世界最强， 延续着自己对男
单顶级荣誉的统治。 或许不能
就此预估马龙的东京奥运前
景， 毕竟他今年已经29岁， 但
只要保持这样的状态下去， 谁
敢说张继科未能完成的双圈
大满贯伟业， 马龙就一定不能
完成？ （欣欣）

马马龙龙1199冠冠成成男男乒乒历历史史第第一一
面面对对小小将将樊樊振振东东的的挑挑战战，，马马龙龙苦苦战战七七局局，，尽尽管管33∶∶11领领先先后后

被被追追到到33平平，，决决胜胜局局上上来来又又落落后后，，但但还还是是坚坚持持到到最最后后，，1122∶∶1100险险
胜胜最最终终44∶∶33力力克克樊樊振振东东，，成成功功卫卫冕冕世世乒乒赛赛男男单单冠冠军军。。 在在里里约约成成
为为大大满满贯贯冠冠军军后后，， 马马龙龙的的好好状状态态延延续续到到新新的的东东京京周周期期，， 本本届届
世世乒乒赛赛一一夫夫当当关关，， 连连胜胜波波尔尔和和许许昕昕，， 决决赛赛顶顶住住樊樊振振东东的的冲冲击击
完完成成卫卫冕冕。。 至至此此马马龙龙拿拿到到个个人人第第1199个个世世界界冠冠军军，， 成成为为男男乒乒
历历史史第第一一人人，， 个个人人三三大大赛赛冠冠军军五五个个追追平平张张继继科科，， 进进一一步步巩巩固固
男男乒乒第第一一人人的的地地位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