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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能否再刮
“青春风暴”
？
今日看点

老编 洞 察

7 月 12 日
2：
00 直播
英格兰 VS 克罗地亚
CCTV-5

十大球迷评选

赛事前瞻
克罗地亚队等了 20 年，英格兰
队则等了 28 年，对于克罗地亚人和
英格兰人来说，进世界杯四强他们都
期盼已久。以“90 后”为主的英格兰
队获胜的可能性比以“80 后”为主的
克罗地亚队大一些。
英格兰队的 23 人都来自于英超，
球队没有巨星领衔，主教练索斯盖特
籍籍无名。作为本届世界杯中最年轻
的球队之一，没有人会觉得星光暗淡
的英格兰能进入 4 强。英格兰队两场
淘汰赛踢出了水平，16 进 8 的比赛对
阵哥伦比亚队血战 120 分钟后靠点球
过关。四分之一决赛迎战
“北欧强人”

瑞典队，英格兰队却兵不血刃 2：0 轻
松获胜。
队长凯恩之前已经打进了 6 个
球，虽然在和瑞典的比赛中他没有
进球，但他的支点作用明显。有凯
恩压阵，英格兰队的前锋线攻击力
不容小觑。
世界杯的赛程密集，进入 4 强的
球队已 在 25 天 踢 了 5 场 高 水 平 比
赛，体力是一切战术的基础，尤其是
在实力相近的比赛中，越到最后，越
是体力强者得胜。英格兰队球员年
轻、体能充沛，这一点可能是他们的
最大优势。
本届世界杯 1/8 决赛，皮特福德
成为希曼之后第二位在大赛点球大
战中扑点的英格兰门将；1/4 决赛，三
次关键扑救让射正次数超过英格兰
的瑞典队饮恨出局，成为在世界杯决
赛圈最年轻的单场不失球门将。24

岁 122 天的皮克福德，正是英格兰足
球苦苦寻找的
“真命天子”
。
克罗地亚队拥有莫德里奇和拉
基蒂奇这对由“皇马+巴萨”双核构
成的“银河中场”。在本届世界杯上，
克罗地亚队在对阵所有对手中，都是
掌控比赛的一方。他们的出球线路、
无球跑动接应、从后向前的层层推
进，令人赏心悦目。
体能可能是阻碍克罗地亚队进
决赛的
“门槛”
。克罗地亚队的球员们
在 7 天时间里踢了两个 120 分钟的对
决，顶着巨大压力罚了两次点球。在
16 强的比赛中，
他们就与丹麦队鏖战
120 分钟，
然后才通过点球大战晋级，
次役对阵俄罗斯队，同样的剧情又再
次上演了一遍。连续两场比赛打满
120 分钟，
靠点球淘汰对手晋级，
这也
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 2 次。
■ 王黎刚

7 月 10 日，克罗地亚队球员维达
在训练中。
新华社发

名记 专 栏

球迷有奖竞猜

我为球狂·2018 世界杯首届海南
球迷节。冠名单位：中国移动。赞助
单位：
红妆尚医学美容连锁。

■ 陈涛
说俄罗斯人爱喝酒，爱伏特加，
醉汉也很多，这是我们在国内固有的
印象。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在
俄罗斯一个月只见过一个醉汉，他萎
缩在超市门口，手里拿着一瓶酒以及
一根香肠，与每一个进出超市的人交
流。很多俄罗斯人都向他投去了鄙
夷的眼光。
事实上以我在俄罗斯一个月的
观察来看，我们的固有印象实际上有
很大偏差，俄罗斯人是爱喝酒，但绝
非贪酒。俄罗斯法律和文化其实也
都在一定范围内尽力避免大家沉迷
酒精，如果你变成一个醉醺醺的酒鬼
在俄罗斯街头踉跄，一定会遭受大家

俄罗斯的酒文化
的鄙视。
在俄罗斯，商店、超市或者卖酒
的 地 方 一 般 晚 上 10 点 就 停 止 卖 酒
了。这是一个硬性规定，大超市都要
遵守。俄罗斯尽管超市开得很晚，很
多都是 24 小时超市，但到了 10 点就
不卖酒了。世界杯期间不少外国球
迷买酒都遭到了拒绝。俄罗斯法律
规定所有的超市、商店和零售点晚
上 10 点后到次日 8 点前不可以出售
酒类，酒吧除外。这条法令的出台
其实与过去俄罗斯人爱酒有很大关
系，据说，这项限制令一直都有，因
为冬天会有人喝酒之后醉倒，酿成
冻死街头的悲剧。
为 了 世 界 杯 ，俄 罗 斯 政 府 在 比
赛主要地莫斯科颁布了临时但更

为严格的禁酒令。莫斯科当局要
求酒吧和餐馆停止在比赛前一天
和比赛当日售酒。不只是禁止酒
吧和餐馆售酒，就连一些超市也受
到了牵连，他们被要求在某些时候
禁止售酒。为了世界杯安保，一些
露天饮酒派对在比赛落幕后立即
结束，警方在世界杯开幕前就已经
通知在比赛结束后，当地人将无法
随意在街上喝酒，将会严格执行公

共饮酒禁令。当然，总是有不守规
矩的商家，像个别小超市想挣钱就
没有顾及。当然，他们要是被警察
发现可就惨了。
除了啤酒，俄罗斯人更爱喝伏特
加和萨玛贡（一种自酿的伏特加）。
俄罗斯人没有劝酒文化、拼酒现象。
朋友们在一起爱喝多少喝多少，能喝
一瓶喝一瓶，
能喝一杯喝一杯。
（7 月 10 日发于莫斯科）

南海网独家策划视频

美女球迷三人行

世界杯“她力量”贡献的不止是颜值

文体新闻 综合

国际扑克赛海口开赛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国际扑克
赛近日在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扑鲸国
际扑克俱乐部举行，近百名国内外选
手参加。
本次比赛设多人多桌竞技和单桌
竞技两种竞赛方式。国际扑克以其易
学难精的特点，受到各国棋牌爱好者
青睐，
成为风靡全球的经典扑克游戏。
主办方扑鲸国际扑克俱乐部相关
负责人透露，他们今后将每月举办一
次这样的国际扑克赛，
待时机成熟，他
们还将举办全国性国际扑克大赛，吸
引更多的扑克爱好者来海南参赛。希
望通过比赛打造海南扑克文化，建立
具有国际水准的专业扑克团队。

项有小龙舟、珍珠球、射弩、陀螺、板鞋
竞速、押加、武术、攀爬椰子树、高脚竞
速、毽球、蹴球、独竹漂、民族健身操，
各单项比赛将录取前 6 名，其中，一等
奖 1 名、
二等奖 2 名、
三等奖 3 名。各代
表团比赛总分将录取前 6 名，
设团体一
等奖 1 名、
二等奖 2 名、
三等奖 3 名。
本届民族运动会共有 16 个代表

团参加，代表团人数 1306 人，裁判员
人数 190 人，运动员有黎、苗、回、汉、
壮、白、布依、东乡、满、蒙古、土家、锡
伯、瑶、彝、仡佬 15 个民族，少数民族
运动员占 91%，是历届全省民族运动
会参赛人数、竞赛项目最多的一届。
运动会比赛将安排在昌江 6 个赛点进
行。其中，开幕式、闭幕式分别于 7 月

21 日晚和 7 月 26 日晚在昌江工人文
化宫举行，13 个比赛项目分别安排在
昌江工人文化宫、昌江中学、矿区中
学、文化公园广场、红林球馆、七叉镇
昌化江尼下河段等地举办。
本届民族运动会会徽由圣火、山
岭、海浪、木棉花及黎族苗族传统图案
等元素组成。整体视觉为数字“6”，

寓意海南省第六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
会，圣火代表运动会火炬，山岭代表霸
王岭，
海浪代表昌江棋子湾，木棉花为
昌江特色之一，寓意各族人民相聚昌
江，共襄盛会，共展风采。
本届民族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
省民宗委、省文体厅和昌江黎族自治
县政府共同承办。

第二届中国
“网络文学+”大会9月在京启幕
推动网文精品创作生产

据 新 华 社 电 （记 者 史 竞 男 王
志艳）即将于 9 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
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将以
“网络正能量，文学新高峰”为主题，
以“ 专 业 化、开 放 化、国 际 化、创 新
化、多元化”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
展现中国网络文学新作为，推动网
文精品创作生产。
记者从日前在北京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第二届中国“网络文
学+”大会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北京
市人民政府指导，中共北京市委宣
传部、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北
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版权局）等单
位主办，将于 9 月 14 日至 16 日在北
京举行。
据介绍，大会将以 IP 为核心，充
分调动当下文化、资本、动漫、影视、

游戏、音乐等产业资源，发挥网络文
学整体优势，实现资源整合，为中国
网络文学发展提供多层次服务，衍生
出更广泛的泛娱乐文化产业。大会
将重点打造权威发布平台、行业交流
平台、产品交易平台、成果展示平台、
互动体验平台、宣传推广平台，并举
办网络文学 20 周年相关主题征集活
动、作家沙龙活动、名家讲堂活动、线

上主题活动、线下主题活动和品牌推
介活动。
据了解，自 1998 年以来，中国网
络文学已经走过了 20 年的历程。当
前，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迅猛，已经逐
步进入到了以围绕 IP 为核心的内容
推广和开发阶段，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上下游及衍生产业链，其影响力
已辐射到了海外。

当地时间 7 月 9 日，法甲巴黎圣
日耳曼队在巴黎举办新闻发布会，宣
布意大利球星布冯正式加盟。图为布
冯（右）和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主席阿
尔赫莱菲展示新球衣。
新华社发
■■■■■

据新华社伦敦 7 月 9 日电 英格兰队 1966 年
夺得世界杯的功臣赫斯特认为，年轻的英格兰队
将战胜克罗地亚队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
现年 76 岁的赫斯特认为，索斯盖特与 1966
年英格兰队的冠军教头拉姆塞有相似之处。比
如，他们与球员荣辱与共，
对球队的打法有清晰认
识。
“两队最大的不同是，1966 年的英格兰队有班
克斯、摩尔、查尔顿、格里夫斯四名表现突出的世
界级球员，而现在这支英格兰队很年轻，球员几乎
在同一个水平，
”赫斯特说。
尽管球员年轻，但赫斯特坚信四强中的其他
三支球队都不足为惧。此前，他唯一担心对决的
球队是已经被淘汰的巴西队。
赫斯特说：
“ 如果你在本届世界杯开赛前问
我，我会说，
这支年轻的英格兰队打入八强我会很
高兴。但就目前的对决形势看，我们将毫无疑问
笑到最后。”

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 （记者
周玮）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即将推出
“中国故事”之《成语魔方》系列剧第
五部（简称《成语魔方 5》），以充满童
趣的方式为大家讲述
“杯弓蛇影”
“画
蛇添足”
“郑人买履”三个故事。
据介绍，此次《成语魔方》系列
剧第五部选取了三个充满反讽意味
的成语，
《杯弓蛇影》讽刺疑神疑鬼，
《画蛇添足》讽刺无中生有，
《郑人买
履》讽刺不思变通的教条主义。这
次创排是中国儿艺创作部与中央戏
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探索院校合作的
成果，四位编剧全都出自戏剧文学
系。四位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的编
剧将为儿童剧创作注入新活力。此

剧还汇聚了李屹、沈明举、马寅、井
岗山、杨晨、马子豪、付强等老中青
三代演员。
据了解，
《成语魔方》系列剧自
2014 年首部上演以来，以一年一部
的方式生动有趣地为小朋友们展现
了“滥竽充数”
“ 刻舟求剑”等十三个
成语故事，
获得了大家的喜爱。
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表示，
《成
语魔方》系列剧旨在传承、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让国内外的孩子了解、喜
爱中国文化。我们要在每一部作品
中寻求反馈，
努力打造《成语魔方》品
牌影响力；
要不断探索创作方式和艺
术形式，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

海南凤凰新华书店
推出创意暑期阅读活动
本报讯 （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雷志）为丰富我
省中小学生的暑期阅读生活，
提高阅读质量，
海南凤
凰新华书店日前在全省推出了创意暑期阅读活动。
据介绍，海南凤凰新华书店暑假开始前就特
邀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青年出版
社等出版单位的图书编辑赴海南，为全省各新华
书店店长和营销员进行集中培训，让从业者了解
图书特色，以便高质量地为假期里的学生答疑解
惑和荐书。
海南凤凰新华书店还策划推出了“人民文学
经典阅读，请你来说”好书推介比赛活动，以教育
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的 137 种图书为比赛
内容，
让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读者从图书内容介绍、
推荐理由、受众群体等方面进行好书推介比赛，提
升学生文学素养。
同时将举办“凤凰引领周末阅读分享会”，由
名人名家、优秀教师围绕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
阅读丛书、中华传统文化图书及科普类图书等，作
专题公益分享讲座。另组织了商务印书馆、译林、
长江文艺、中国少年儿童等数十家出版社，
开展购
书有礼、陈列比赛等活动。
据悉，暑假前开启的“经典美文诵读会”将走
进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陵水新华书店等地，继续
重温经典诗文，
领略传统文化魅力。

中国杂技团携建团60年献礼剧来琼

杂技节目《天地宝藏》
本周末海口演出两场

中国儿艺打造《成语魔方5》
讲述“杯弓蛇影”
“画蛇添足”
“郑人买履”三个故事

布冯加盟巴黎圣日耳曼

看好
“三狮军团”
再夺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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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六届少数民族运动会20日昌江举行
本报海口 7 月 10 日讯 （记者王
黎刚）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以“团结奋进新时代，山海黎
乡竞风采”为主题的海南省第六届少
数民族运动会，定于 7 月 20 日至 26 日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举行。
据介绍，本届民族运动会竞赛项
目共有 13 个大项 69 个小项（单项），
大

据新华社萨格勒布 7 月 9 日电 （记者高磊）
克罗地亚足协 9 日宣布解除国家队助理教练武科
耶维奇的职务，因其在克罗地亚队战胜俄罗斯队
赛后发布有争议的视频。
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通过点
球大战艰难淘汰俄罗斯队。赛后武科耶维奇通过
社交账号发布了一段他与克罗地亚队主力球员维
达拍摄的短视频。他和维达在视频中的喊话触及
了俄乌两国的恩怨，从而引发了东道主俄罗斯和
国际足联的不满。
克罗地亚足协在声明中说，武科耶维奇在
克罗地亚队与俄罗斯队比赛后发布了有争议的
视频，国际足联已为此启动追责程序。足协决
定撤销其在本届世界杯中的参赛资格并解除其
克罗地亚国家队观察员职务。声明还向俄罗斯
民众表示道歉，并表示武科耶维奇与维达并无
政治目的。

英格兰世界杯冠军功臣赫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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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竞猜（第二十三期）
竞猜场次
英格兰 VS 克罗地亚
（开球时间 7 月 12 日 2：00）
竞猜：该场比赛的结果为：
A、
英格兰胜 B、
克罗地亚胜 C、
战平

克罗地亚队助理教练
因发布争议视频被解职

国家大剧院排练莎翁话剧《暴风雨》
7 月 10 日，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莎士比亚话剧《暴风雨》在京举行新闻发
布会，宣布该剧将作为 2018 年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剧目之一，于 8 月 9
日至 15 日上演。图为演员在发布会上展示剧中片段。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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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7 月 10 日讯 （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乔敏瑞）记者今天从省歌舞剧院获悉，
中国杂技团
建团 60 周年献礼剧目《天地宝藏》将于 7 月 14
日、15 日在省歌舞剧院上演。
据介绍，中国杂技团此次来海南演出，
将献上
《骷髅武士——地圈》
《法老——芭蕾对手顶》等
10 个节目。这些节目以探寻宝藏为主题故事，以
小丑扮演的角色穿起故事线索，杂技节目则穿插
在剧情中，并且成为寻宝者探险路上需要闯过的
一道道关口。
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前身是成立于 1950 年
的中华杂技团，1953 年更名为中国杂技团，2006
年完成转企改制。60 余年来，中国杂技团在国内
外主要赛场上斩获了 64 枚金奖和 8 枚荣誉金奖，
出访过 130 余个国家和地区。
此次演出是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
年暨 2018 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系列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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