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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7月30日电 英超埃
弗顿30日宣布以创俱乐部转会费纪录
的2800万英镑从切尔西队签下比利时
球员卢卡库。

21岁的“小魔兽”卢卡库和埃弗顿
签约5年，上赛季他以租借身份为“太
妃糖”出场33次、收获16粒进球，成为
队内头号射手，帮助球队取得联赛第五
的佳绩。

“埃弗顿才是我的归属，我收到了很

多份邀请，但我很快就做出了回到这里
踢球的决定，”卢卡库说，“我才21岁，这
次转会对我来说是关键的一步，我需要
留在高水平的联赛和球队中继续成长。”

卢卡库2011年加盟切尔西队，但
只为“蓝军”出场15次且一球未入。今
年夏天，切尔西先是高价签下马竞前锋
迭戈·科斯塔，随后又迎回了“魔兽”德
罗巴，留给卢卡库在场发挥的空间十分
有限，这也成为他转会的主要原因。

埃弗顿砸血本签下“小魔兽”
新华社格拉斯哥7月30日电（记

者王子江）地球上跑得最快的人博尔特
来到格拉斯哥还没有比赛，就因为一时
舌滑引起轩然大波，随后他赶紧出来灭
火，称是记者撒谎。

《泰晤士报》30日刊登了对博尔特
的一篇采访，牙买加人被问到对英联邦
运动会的印象时说，他在格拉斯哥感到
很“无趣”，并用一个非常脏的词来形容
英联邦运动会。

博尔特是29日在运动员村与英国
的威廉王子夫妇以及哈里王子会面后，
对该报发表上述看法的。

这篇报道立刻把“飞人”放在了漩
涡的中心。博尔特赶紧在推特上发言，
称这篇报道“胡说八道”，并说：“请记者
不要为了上头条而制造谎言。”但《泰晤
士报》的编辑称，他们百分之百支持记
者的报道。

博尔特当天观看牙买加队无板篮

球比赛时被记者围住，但他没有发表任
何看法，现场保安将几名靠近贵宾区的
记者强行赶走。

牙买加多名选手都认为，苏格兰尽
管很热心，但他们在运动员村呆得并不
开心。首先，天气太冷，他们衣服带得
不够多。其次，苏格兰的食物太差，一
点味道都没有。另外，运动员村里也没
有什么娱乐设施，他们比赛之余只能在
房间里打电子游戏。

作为参赛的最大明星，有队友透
露，博尔特呆得的确不开心，因为怕引
起混乱，他连食堂都不敢去，每天大部
分时间只能呆在房间里。

博尔特舌滑惹祸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韦
骅 汪涌）前来北京参加法国超级杯
足球赛的巴黎圣日耳曼队31日现身北
京工人体育场进行训练，队中的大牌
伊布拉希莫维奇、卡瓦尼等人均亮相。

作为本次法国超级杯的对阵双
方，法甲冠军“大巴黎”和法国杯冠军
甘冈队双双于30日抵达北京，31日则
先后进行了适应性训练。

“大巴黎”的训练时间原定于上午
9点，可到了9点40分，球员们才陆陆
续续地进场。首先露脸的“大腕”是巴
西人小卢卡斯。随后，“大巴黎”头号
球星伊布也在教练的陪同下走进场

地，并满足了在场球迷签名的要求。
不过，因为刚刚参加完世界杯，球队队
长蒂亚戈·席尔瓦、路易斯、拉维奇等
人并未随队出征。

训练一开始，伊布、卡瓦尼、莫塔
等人被分在一组进行慢跑热身。之
后，球员便在一起进行抢球练习。而
后进行的分组对抗中，伊布、帕斯托雷
等人均未参加。

“大巴黎”训练结束后，甘冈队也
于11点左右进场训练。

法国超级杯是有着60多年历史的
法国足坛传统赛事，今年首次落户中国，
将于8月2日晚8点在工人体育场举行。

“大巴黎”现身北京工体

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佩兰31日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球员
具备让国家队世界排名进入亚洲前五
的素质，他计划在下一次世预赛开打
前的2016年实现这个目标。

佩兰受邀到法国驻华大使馆出席
首次落户中国的法国超级杯新闻发布
会后说，在今年6月的世界杯期间，国
足进行了集训和3场国际热身赛，那是
自他上任以来“第一个评估年轻球员
的训练营”。其中，在法国人正式执教
的第一场比赛中，“佩家军”首发派出5
名第一次入选国家队的新人并最终以
2：0战胜欧洲弱旅马其顿。随后，国足

在第二场较量中大规模轮换阵容，以
0：0闷平马其顿，并最后在收官战中以
1：3不敌马里队。

成绩看起来并不好，但佩兰表
示：“我认可球员们的态度，他们努力
踢出最佳状态。时间还很短，这是一
个好的开始。队伍建设需要延续性，
同一支球队还要继续磨合，当然会有

新人不断加入。”
明年年初举行的亚洲杯赛，将是

佩兰上任后接受的第一次考验。他
坦言，届时的澳大利亚之行会是“一
个巨大挑战”。“确实，很快了，还有6
个月左右，挑战是肯定的。但我的目
标是那（亚洲杯）之后的一年中，我们
要能够达到亚洲前五的水平。因为

球员具备这样的素质，我们要准备好
迎接挑战。”

自今年2月上任后，佩兰深知他最
重要的任务是带队打入2018年世界杯
的决赛圈。因此，他强调，亚洲前五的
目标必须设定在2016年。

新华社记者 岳东兴 汪涌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中国男足主教练佩兰：

2016年进入亚洲前五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卫小
林 通讯员贾明慧）今天的海南武警训
练基地里欢声笑语，省文联送来的慰问
演出，让警营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实际
上，近一个月来，省文联开展了一系列
拥军活动，让军民鱼水深情得到了进一
步加强和巩固。

据介绍，从7月1日开始，省文联就
指导省文艺志愿者协会，精心组织了一
支文艺志愿专家支教团走进武警海南
省总队，为武警部队文艺骨干集训队里
45名来自各基层连队的文艺骨干送去
了高水准的艺术培训。5天时间里，专
家支教团为部队官兵讲授了声乐、舞
蹈、曲艺、绘画四大门类的课程，共安排

了合唱与指挥、部队歌曲创作、竹竿舞、
街舞、广场舞、曲艺创作、绘画指导等11
次专题授课，每次授课半天时间，受到
武警官兵热烈欢迎。

超强台风“威马逊”袭击海南后，省
文联又主办了慰问在一线抗灾救灾的
部队官兵的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继7
月27日晚在文昌市翁田镇龙马村演出
后，7月 28日又在翁田镇中心小学举
行第二站演出，承办演出的省文艺志
愿者协会和省曲艺家协会的艺术家
们，在没有舞台、没有报酬、只有简单
灯光音响的条件下，人人全情投入，个
个施展艺术才华，赢得了灾区群众和
现场的边防武警官兵、文昌消防官兵

共 1600 多人的热烈掌声。许多灾区
群众说，看了他们的演出，有了大灾以
后的第一次笑容；而边防抱虎派出所
官兵更表示，能在抗灾一线看到如此
精彩的文艺演出，让他们增强了抗灾
救灾和重建家园的信心。

省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样的文
艺志愿服务慰问演出还将继续举行，他
们将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文艺
界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工作导向，坚持“文化惠民、文化为民、
文化乐民”的文艺宗旨，为灾区群众和
救援部队官兵送去更多精神食粮，为救
援和重建家园加油鼓劲。

本报讯 虽然央视《百家讲坛》名
“讲师”纪连海主讲的《大禹的婚外情》、
《历史上的李莲英》都曾引来质疑，但这
并不掩饰其文化名人的光环。就是这
样一位名人，将于8月3日晚登上江西
卫视《挑战文化名人》栏目，在易中天、
于丹婉拒后应战一位高中生的挑战，两
人将上演怎样的一出“好戏”呢？

据介绍，气势十足的纪连海迎战的
是一位来自上海的女高二学生、外号

“小苹果”的范欣衡。“小苹果”一句嗲嗲
的自我介绍“纪老师，我是
历史课代表呢”，令纪
老师顿时没了气
场。“小苹果”现场
给纪连海献上一

首七言绝句——《敬呈纪连海先生》：
“无言桃李春常在，闻道先生一乐叟。
肚里纵横明格致，胸中云梦有春秋”，令
自认诗词是自己弱项的纪连海连忙请

“小苹果”“手下留情”。
节目录制过程中，纪连海对参战选

手称，她失误的一道题错得不应该。题
面是“涸辙之鲋”是指什么鱼？正确答
案是鲫鱼，但“小苹果”回答是鲤鱼。纪

连海为她更正后说：
“女孩就算了，如果是

男生，我得抽他，
我的学生背不出
来我就扇的。”

（钟新）

《挑战文化名人》将播第3期

纪连海周日应战高中生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卫小

林）海盗船动作冒险电影《神秘宝藏》目
前正在广东阳江紧张热拍，香港明星郑
中基首次变身导演，与香港名导陈嘉上
联合执导，这是记者今天从博纳影业集
团海口办获悉的。

据介绍，《神秘宝藏》一片由博纳
影业集团出品，郑中基、黄子华、陈法
拉、冯文娟等领衔主演，影片将讲述一
个有关广东传奇海盗张保仔及其巨额
神秘宝藏的冒险穿越故事。郑中基首
次在大制作电影中担纲导演一职，将
与陈嘉上一起为观众定制一部中国电
影类型片中少见的类型——海盗船冒
险片。

据了解，为拍好《神秘宝藏》中波澜
壮阔的大战戏份，陈嘉上和郑中基两位
导演专门定制了一条令人叹为观止的
实体海盗船，该船是迄今为止所有电影
中最大也是最完整的道具帆船，其海上
航行效果将比《加勒比海盗》中的海盗
船更威风。

《神秘宝藏》中的关键人物张保仔，
是广东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海盗，堪称中
国版的《加勒比海盗》中的杰克船长。

此番拍摄关于他的传奇侠盗故事，两位
导演都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出人
物的风采。为真实还原张保仔海盗船
队叱咤风云的旧时盛况，剧组斥重金搭
建了船队主舰神楼船，该船长50米，宽
20米，高40米，规模之大超过了《加勒
比海盗》中的海盗船，也是迄今为止所

有电影中长度最长、体积最大的具备完
整实体的仿古道具船。

据悉，《神秘宝藏》是郑中基继《心
想事成》完成7年后再当导演一职，首
次挑战大制作，他选择与香港著名导演
陈嘉上搭档，二人各自发挥所长，配合
十分默契。

《神秘宝藏》广东热拍
陈嘉上郑中基定制海盗船冒险片

本报讯 电影《分手大师》票房突破6.5亿
元，上映一个多月来，该片始终保持傲人成绩，当
仁不让地成了今年暑期档的黑马。

初执导筒的邓超、俞白眉，自此跻身6亿元票
房导演俱乐部，“白眉工作室”的配角演员梁超、

“老六”许可嘉、赵曼竹等也一夜之间人气暴涨。
《分手大师》里这些耍贱逗乐的“深井冰团”成员，
和传统意义上的新人不同：他们有着丰富的舞台
经验，短则6年，长则13年，天天晚上排练逗上千
观众笑。电影《分手大师》的高票房，正是他们演
技的一次厚积薄发。 （欣欣）

《分手大师》票房破6亿

本报讯 上周五晚，由谢娜、李小冉、宁静、秦
海璐担任“女神观察员”的安徽卫视《超级先生》首
播后，收获不俗反响。本周五晚，《超级先生》第二
期将移师周五晚黄金档，播出时间由原22时提档
至21时30分，和《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等
节目PK。

据了解，第二期节目中，众女神频频曝出猛料，
李小冉为进娱乐圈，险与父亲断绝关系；秦海璐则首
度讲述当年退出娱乐圈的内幕；乐嘉节目现场兴奋
过度，一度欲强吻谢娜，引发观众唏嘘一片。（欣欣）

《超级先生》今晚提档

本报讯 7 月 31 日
上午，微博认证为“《南华
早报》网络新闻编辑”的@
王丰 _in_the_south 爆
料称，“张皇阿玛儿子吸毒
又被抓。”不少人猜测所指
是张国立儿子张默。新浪
娱乐从警界人士处获悉，
张默再次吸毒被抓一事属
实，时间地点等细节暂未披露。

新浪娱乐为此致电张默工作室相关人员，暂
时无法获得联系。据张国立身边工作人员告诉新
浪娱乐，张国立目前人在国外，要8月初才能回
来。新浪娱乐致电张国立，其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2012年1月30日，北京顺义警方接到群众举
报，称位于顺义天竺一别墅区内有人吸毒。警方
接报赶至后，当场抓获两名涉嫌吸毒人员，其中一
人为张国立儿子张默，所吸毒品为大麻。2月1
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对张默行政拘留
13天。2月1日凌晨，张国立发声明向媒体致歉，
并恳求媒体能宽容对待张默。2月14日凌晨，张
默获释，他第一时间联络并委托经纪公司华谊兄
弟发声明，连说6个“对不起”向公众致歉。（钟新）

张默再次吸毒被抓

本报讯 7月31日晚，李娜在微博上表示：
“我亲爱的球迷朋友们，很遗憾地通知大家，我不
能参加即将到来的蒙特利尔网球大师赛、辛辛那
提网球大师赛和美网了。从3月开始，在我需要
处在最佳状态时，膝伤又复发了。我的医疗团队
因此建议我休赛几场以助于康复。我期待着到秋
天时回到赛场，参加武汉和北京的比赛！”

今年的美网公开赛将于8月25日开赛，根据
李娜此前的计划，将在8月4日参加WTA蒙特利
尔站比赛，来为自己的美网赛季做准备。

目前，李娜在WTA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距小
威有2000多分的差距，而在李娜身后的90后哈
勒普，目前距离李娜仅有不到200分的分差，娜姐
错过今年的美网，也意味着她将会丢掉自己排名
第二的位置。 （钟新）

李娜因膝伤退出美网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
岳东兴 汪涌）法国驻华大使白林31日
在出席法国超级杯新闻发布会时表示，
她希望佩兰带领中国男足打进世界杯。

白林说：“中国人对法国的体育赛事
比较熟悉，比如每年的法网公开赛。而
现在阿兰·佩兰先生也是中国男足国家
队的主教练，希望他能让中国队成为一
支世界级球队，打进世界杯。”

法国驻华大使：

希望佩兰带领国足
走进世界杯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18洞角逐，海南
高尔夫球公开赛巡回推广赛河南站比赛日前收
杆，李勇从近百名球手中脱颖而出，以80杆成绩
夺得男子总杆冠军，李璐以98杆获女子总杆冠
军。他们也获得了将于12月在海南举行的2014
海南公开赛总决赛参赛资格。

接下来，海南高球公开赛巡回推广赛将在11
个国内主要城市或地区以及5个国家展开激烈争
夺，包括西安、北京、青岛、哈尔滨、长春、沈阳、重
庆、成都和韩国、意大利、美国等。每场比赛均有
超百位高球选手捉对厮杀，为2014海南公开赛总
决赛参赛资格而战。

海南公开赛将继续推进高尔夫假日嘉年华、
海南高尔夫摄影大赛等活动，以此促进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使海南成为中国高尔夫球运动天堂。

海南高球巡回推广赛河南站收杆

李勇李璐分获男女冠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4年海南省篮球锦
标赛日前在琼海落幕，海南大学队夺得男子成年
组冠军，海口队夺得男子少年组冠军，女子少年组
冠军被儋州队夺得。

来自海口、三亚、琼海、儋州、澄迈、乐东、东方、
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共9支代表队参赛。经过
5天角逐，海南大学队力压群雄，夺得男子成年组冠
军，海南师范大学队、三亚队、海口队、琼海队分获
二至五名；海口队夺得男子少年组冠军，琼海队和
乐东队分获亚军和季军；女子少年组冠军被儋州队
夺得，亚军和季军分别被澄迈队和海口队夺得。

省篮球锦标赛落幕
海南大学夺男子成年组冠军

深入部队开展支教活动 奔赴抗灾前线拥军慰民

省文联开展系列文艺拥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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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足主教练佩兰

张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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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省文联慰问演出在文昌翁田镇举行 贾明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