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日内瓦11月7日电 日前
有消息称，多家欧洲足球豪门意图另
立门户成立“超级联赛”，此举有可能
威胁到欧足联旗下的欧洲冠军联赛。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日表示，如
果球员要踢“超级联赛”，就不能参加
世界杯。

“要么离开，要么留下。”因凡蒂诺
说，如果巴塞罗那、曼城、拜仁慕尼黑
等俱乐部试图跳脱现有欧足联竞赛体

系另立门户，国际足联将对俱乐部的
球员施加禁赛惩罚，其中包括世界杯、
欧锦赛和其他国家联赛。

德国《明镜》周刊日前公布了多份
保密文件和电子邮件，因此风传已久
的“超级联赛”再次走入公众视线。根
据这批资料显示，皇家马德里队正在
就计划在2021年举办的包含16支球
队参赛的“超级联赛”进行咨询，该计
划召集了来自西班牙、英格兰、德国、

意大利、法国的11家俱乐部，每家俱
乐部都能拥有所有权股，保证持有20
年“超级联赛”会员资格，另外还将邀
请5家俱乐部参赛。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同时借机
表示，他提议的全新的世俱杯将是对

“超级联赛”的最好回应。
因凡蒂诺今年初提出了世俱杯

改革计划，希望从2021年开始世俱
杯能从现在的每年一届变成每四年

一届，每届参赛队伍从现在的7支增
加到24支，以增加这一赛事的吸引
力。他表示，该计划有助于参赛俱乐
部和国际足联增加收入，但欧足联主
席切费林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一
方案。

在10月26日的国际足联理事会
上，有消息称欧足联代表曾透露，如
果会上要讨论世俱杯改革和增设世
界国家联赛，他们有可能中途退出大

会。结果在理事会期间，因凡蒂诺做
出妥协，决定延期决议新的世俱杯和
全球性的国家联赛相关事项，取而代
之的是设立研究该提议的特别工作
组。明年3月在迈阿密召开的国际
足联理事会或将再次讨论因凡蒂诺
的计划。

“我相信人们都是理性的，也相信
俱乐部持有人和主席们能够做出理性
的探讨。”因凡蒂诺说。

多家欧洲足球豪门意图另立门户成立“超级联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要踢“超级联赛”就别来世界杯

■ 阿成

北京时间 11 月 8
日凌晨，在欧冠小组
赛 H 组第 4 轮比赛
中，红魔曼联最后 5
分钟爆发，连进两球
以 2：1 客场逆转尤
文 ，出 线 前 景 光
明。赛后，曼联主

帅穆里尼奥成功抢
戏，他进场做手势回击

尤文球迷引发的风波，成
为各路媒体爆炒的内容。

穆里尼奥素有“狂人”的
称谓，人们对其种种狂傲的姿

态并不陌生。不过，这些年“狂
人”似乎收敛了不少，并非转性

了，实在是战绩拿不出手，没有狂
傲的资本。本赛季穆里尼奥因为
战绩糟糕，并与队中球星产生矛
盾，一度濒临下课，好在曼联近期
英超取得一波三连胜，穆帅总算缓
过了信任危机。如今又在欧冠打
出久违的逆转好戏，于是“狂人”傲
态复发。

穆里尼奥在中国球迷中又有外
号“魔力鸟”，这个带有中文谐音的
外号实在是妙，暗含对其执教魔力
的称赞。“魔力鸟”又是“不死鸟”，穆
里尼奥的执教经历中不乏神奇逆转
起死回生的战例，似有魔力附体。
红魔曼联当初选择穆里尼奥，应该
有“魔性”气质契合的原因。不过，
这些年人们已很少喊“魔力鸟”了，
穆帅的魔力已属过去时。曼联这一
阵爆发久违的魔性，能救穆帅一时，
恐难唤回当初的“魔力鸟”。

曼联如今战绩回升，只不过是

回到他们应该有的表现罢了，没什
么好骄傲的，他们目前才排名英超
第七。算球员身价，总价 8.55 亿欧
元的曼联排名欧冠队伍中的第五，
在尤文之上。而逆战尤文之战，曼
联在技战术表现和场面上都尽落下
风。能成功逆转，一方面，尤文领先
后稍显大意以及运气不佳没能建立
更大的比分优势；另一方面，穆里尼
奥无奈重拾简单粗暴的踢法，反倒
收到效果。丢球之前，穆里尼奥倒
是不摆大巴，排出小阵容也玩传控
了，也许他想证明自己能跟得上如
今的技战术潮流。但实战表明，穆
里尼奥玩传控就像东施效颦。怪不
得人们说他已落伍了。

以曼联这种级别的豪门球队，如
果长时间没有重要锦标进账，主帅是
坐不稳帅位的。而以曼联如今的表
现，重回巅峰看起来还相当遥远。穆
里尼奥的下课危机，还没有真正过去。

这点魔性恐难唤回“魔力鸟”

拜仁2∶0雅典AEK
本菲卡1∶1阿贾克斯
曼城6∶0顿涅斯克矿工
里昂2∶2霍芬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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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尤文的欧冠比赛结束
后，曼联队主帅穆里尼奥走进球
场，做出回击尤文球迷的手势。

新华社发

国际足联主席表示：

卡塔尔世界杯
比赛天数不会增加

新华社苏黎世11月8日电 国
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表示，
即便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扩大
到48支球队，也必须在28天内完
成比赛。

因凡蒂诺在国际足联总部对记
者说：“我们不能增加（世界杯）天
数。”另外，他认为增加更多的比赛
场次“并不理想”。

卡塔尔世界杯将在2022年的
11月21日至12月18日举行。如
果扩容，届时一天内需要进行6场
比赛，才能适应总共80场比赛的赛
程安排，28天的时间对于密集的赛
程来说非常紧迫。

欧洲的各大球队强烈表示，国
际足联不能再从他们2022年11月
的日程中抽走更多的时间，因为那
时他们刚结束赛季不久，尚需时日
恢复到最佳状态。

因凡蒂诺承认，卡塔尔无法单
独主办一届48支球队的世界杯赛
事，但它与邻国共同承办的可能性
更是微乎其微。

不过，一切都还没有定数。对
于是否将参赛队伍从32支扩大到
48支，国际足联将在明年3月宣布
最终决定。

比尔森胜利0∶5皇马
莫斯科中央陆军1∶2罗马
尤文图斯1∶2曼联
瓦伦西亚3∶1伯尔尼年青人

欧冠小组赛战报
（比赛时间：北京时间11月8日）

“中帆航海—陵水号”
征战中国杯帆船赛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第12届中国杯帆船赛
11月8日在深圳大亚湾扬帆起航。由环海南岛
国际大帆船赛有限公司搭建运营的“中帆航海-
陵水号”帆船队参与角逐，与世界各地的水手一起
扬帆竞逐。

本次比赛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00支船
队的1600多名选手同场竞技。中帆航海-陵水号”
所在的IRC组别共有44支船队参赛，这些船队来自
世界各地，实力都非常强劲，等待“中帆航海-陵水
号”的将是一场属于帆船爱好者的“蓝色战役”。

“中帆航海-陵水号”由海南环海南岛国际大
帆船赛有限公司作为运营方，深圳中帆航海俱乐
部为托管方，这是陵水在发展体育产业道路上探
索出的创新合作运营模式。从2014年陵水冠名

“陵水号”帆船队以来，船队在海帆赛、中国杯等国
际级赛事中表现都非常出色。本次参加中国杯帆
船赛的“中帆航海-陵水号”，由具备丰富参赛经
验的职业船长、专业水手和精英帆船爱好者组成，
将力争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省围棋联赛澄迈开赛
本报讯 2018“澄迈·港德杯”海南省围棋联

赛8日在澄迈开赛，比赛吸引了省内12支围棋代
表队近百名好手参加。

海南省围棋联赛是目前海南省规模最大、竞
技水平最高的围棋大赛。参赛棋队分别是海口韦
道全季酒店队、三亚绿野围棋俱乐部队、澄迈县围
棋队、万宁市围棋协会队、儋州市围棋队、五指山市
围棋队、陵水中疆围棋队、昌江围棋队、海南农垦围
棋队、海南鑫生置业队、民生燃气公司队、海南健步
体育队。业余围棋“天王”胡煜清、世界业余围棋冠
军付利等多名围棋高手均报名参加本届比赛。

'比赛采取单循环赛制，共赛11轮。设团体
奖6名（队），奖金依次为第一名20000元、第二名
13000元、第三名10000元。设“最高胜率奖”5
名，奖金各2000元。获得“最高胜率奖”的棋手授
予业余5段资格（5段棋手除外）。本届比赛由海
南省围棋协会、澄迈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主办，
海南艺弘文化体育有限公司承办。 （体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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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黎刚

两场张学友海口演唱会票房收入
近1亿元，成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年来票房收入最高的一次演唱
会。主办方之一的海口五源河体育场
相关负责人向海南日报记者解读了张
学友演唱会成功的秘笈。

“顶级联合”收奇效

此次张学友海口演唱会最高票
价为1980元，在内地巡演城市中属于
最高的定价。海南日报记者在网上查
询张学友巡演内地多站城市门票价
格，得知南昌、沈阳、武汉站最贵票价
分别为1580元、1680元和1880元，

即使在我国港、澳、台站巡演，最高票
价也仅为1450元，只有石家庄站最
高票价和海口站一样。张学友团队
在定海口站价格时也曾有过考虑，最
终，他们还是看好海口演出市场，决
定“赌一把”。

五源河体育场相关负责人透露，
之所以张学友团队敢把海口站票价定
这么高，主要在于“顶级联合”的结果：
首先是新建成的海口五源河体育场设
施一流，是一座现代化体育场，非常适
合举办演唱会。其次，张学友全国巡
演是2018海南省文体产业专题招商
大会现场签约项目，是世界级演唱会，
再加张学友的号召力数一数二。第
三，海口市政府在交通、安保、供电等
多方面全力支持，电信、联通和移动三

大运营商鼎力相助，让现场4万多名
观众能清晰流畅地实时上网“直播”演
唱会。事实证明，张学友团队的判断
非常准确。

“拼盘式”商演要不得

张学友海口演唱会的成功，也为
海南商演趟出了一条名利双收的路
子，接下来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是否
能“坐等收钱”？五源河体育场相关负
责人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他看来，海南的商演市场不但
需要培育，更需要经典作品。他说：

“像张学友演唱会这样的顶级产品，一
年最多在海口办5次，两三个月举行
一次。假如你每月办一次，歌迷经济

负担太重，会把他们压垮的。毕竟高
额门票是歌迷掏钱买的，我们不能过
度开发商演市场。”

海南以往也举办过几次一个一线
歌星带若干名四五线歌手的演唱会，
他认为，这类“拼盘式”演唱会还是少
办为妙，严把演出质量关。

专业公司干“专业活”

通过举办两场张学友演唱会，海
口五源河体育场相关负责人感觉到，
找一家高水平的演艺经纪公司非常重
要。同时，海南本土演艺经纪公司要
尽快成长，以便今后能在高规格演出
中“挑起大梁”。

上海熹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

张学友海口巡演承办方之一，该公司
办活动的能力让人竖起大拇指。他
们在体育场内搭了1.3万张椅子，这
些椅子摆放合理，椅间预留空位便于
行走。演出结束后，场内1.3万名观
众在5分钟内就离了场。该公司这
种坐席搭建方案也得到海口市政府
的赞许。

五源河体育场相关负责人认为，
海南目前没有一家演出公司能承担像
张学友演唱会这样的“大活”。他说：

“我们非常想让本土公司承办这样的
演唱会，但目前他们的能力还达不
到。下一步，我们将有意扶持本土经
纪公司参与这类活动，提高他们办活
动的能力。”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

海南业内人士解读张学友演唱会成功秘笈——

办什么演唱会怎么办演唱会，学问大了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赵
优）海南日报记者11月8日从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获悉，作为2018
年第19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
重要活动之一，第68届世界小姐全
球总决赛系列活动将于11月11日
至 12月 8日在海口和三亚两地举
行。届时，将有来自120个国家的世
界小姐悉数登场，争夺世姐桂冠。

据欢乐节组委会透露，今年，世
界小姐总决赛吸引了更多选手参赛，
进入总决赛的选手数量也比往年有
所增加。世界小姐总决赛三亚站的
活动包括海丝盛典2018年第68届
世界小姐总决赛选手见面会、总决赛
启动仪式及花车城市巡游、世界小姐
三亚景点巡游、世界小姐总决赛
TOP MODEL、世界小姐公益行
等。获得第68届世界小姐中国区冠
军的毛培蕊，将代表中国出征本届世
界小姐全球总决赛。

据悉，本届世姐全球总决赛将围

绕“乡村旅游”“文化旅游”“度假旅
游”“雨林旅游”“山海旅游”等主题，
展开为期30天的系列活动，来自120
个国家的世界小姐将通过才艺展示、

巡游等活动，增加中外文化碰撞交
流，宣扬绿色、活力、健康的生活方
式，展现海南热带海岛风情和滨海城
市魅力。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卫
小林）从1986年在宝岛台湾首演到现
在仍在巡演的经典话剧《暗恋桃花源》
终于确定来琼演出时间了，海南日报
记者11月8日从演出票务平台阿里
文娱大麦网海南站获悉，该剧将于
2019年1月11日、12日两晚8时在海
南省歌舞剧院演出两场。

据介绍，《暗恋桃花源》上演32年
来，虽然经历了众多不同版本，甚至还
根据话剧拍成了电影，但万变不离其
宗——都由赖声川编导，主演换了一
批又一批，此次来琼演出版本主演包
括黄磊、孙莉夫妻，以及何炅、陈明昊、
赵子锌等。这个版本的最大亮点是赖
声川将话剧和我国传统地方戏越剧结
合在一起，对原剧中的词、曲、服装等
予以大胆翻新，剧中的《桃花源》部分
也由越剧演员出演。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话剧《暗恋
桃花源》讲述了一个奇特故事，《暗恋》
和《桃花源》两个剧组都与剧场签下了

彩排合同。由于演出在即，双方不得
不在同一剧场彩排，于是，一出古今相
对、悲喜交错的舞台奇观就此上演。
《暗恋》是一出现代悲剧，讲述青年男
女江滨柳和云之凡从上海因战乱逃到
台湾离散，40年后再相见时已是风烛
残年；《桃花源》则是一出古装喜剧，讲
述武陵人渔夫老陶离家出走桃花源多
年后回到武陵，发现妻子春花已与别
人成家生子。

上演32年经久不衰

《暗恋桃花源》将来琼演两场
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系列活动将启动

11月11日至12月8日在海口和三亚两地举行

10月21日，摘得世界小姐中国区总决赛冠军的毛培蕊（右）与分获第26
届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男女冠军的王罡、周新怡在三亚颁奖典礼上合影。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10月初，考古人员在洛阳发现一座西汉空心
砖券大墓，年代初步判定为西汉中晚期。该墓出
土的一件青铜壶里有大量液体，考古人员推测液
体可能是西汉时期的美酒。

据介绍，该墓型制较为特殊，由墓道、主墓室、
侧室、廊道、耳室、坠室6部分组成。工作人员已
清理出墓主人骨架一具，葬具为双棺，棺内陪葬有
大量玉器。主墓室内发现大雁铜灯、铜镜、耳杯等
随葬品，其中，大雁铜灯在洛阳地区属首次被发
现。图为该墓出土的器物（11月7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洛阳发现西汉大墓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揭晓
聚焦青少年成长的小说获奖

据新华社巴黎11月7日电（记者张曼）2018
年度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和勒诺多文学奖7日在巴
黎德鲁昂饭店揭晓。法国男作家尼古拉·马蒂厄
凭借小说《他们的孩子跟随他们》获龚古尔奖，法
国女作家瓦莱丽·芒托的小说《田野》获勒诺多奖。

龚古尔文学奖设立于1903年，每年颁发一
次，面向当年在法国出版的法语小说。此奖虽是
法国久负盛名的文学大奖，但奖金只有10欧元
（约合79元人民币），不过获奖作品的销量通常至
少可达40万册。

《他们的孩子跟随他们》是马蒂厄的第二部小
说，讲述了1992年至1998年间法国东部洛林地
区数名少年成长的故事，被媒体称作该地区工业
衰退的时代写照。法国媒体评论说，小说聚焦一
个被现代化抛弃、衰落但怀旧气息浓厚的地区，不
仅是青少年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马蒂厄1978年出生在法国东北部孚日省，曾
在新闻网站做记者。2014年他出版了首部小说
《动物战争》，此书曾被改编为电视剧。《田野》是芒
托第二部小说，讲述的是爱情故事。

《暗恋桃花源》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