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阿森纳今夏将会
赴悉尼、 上海和北京开展为期
两周的季前备战。 温格将率领
球队于当地时间周二上午抵达
悉尼。 目前， 阿森纳官网已经
公布的25人出征大名单， 新援
拉卡泽特在列 ， 厄齐尔 、 扎
卡、 吉鲁领衔。 不过， 这份名
单中并没有桑切斯和什琴斯尼
的名字， 前者今夏参加了联合
会杯， 而后者很可能会转会尤
文图斯。

抵达悉尼之后， 温格将会
召开新闻发布会。 届时， 他将
介绍这份名单的详细情况。 此
次海外拉练， 阿森纳将会踢4
场比赛。 13日， 他们要对阵悉
尼FC。 两天之后 ， 对手将换
成西悉尼流浪者。

之后 ， 阿森纳将飞往中
国， 并于19日在上海和拜仁交
手。 在北京鸟巢， 他们还将对
阵切尔西， 比赛时间是22日。

（艾文）

鲁尼离开了效力13年的红魔
曼 联 ， 回 到 了 他 梦 开 始 的 地
方———埃弗顿。 那么签下已经过
了而立之年的鲁尼， 对于埃弗顿
来说值得吗？

必须承认的是， 年龄已经让
鲁尼变成了另一个球员， 但是他
的能力和他的机敏依旧令人不容
小觑。 即使是在处于球队边缘位
置的上赛季， 鲁尼依旧在出场的
39场比赛中交出了8球10助攻的
准两双数据。 从中场到中锋， 穆
里尼奥在鲁尼身上试验了很多不
同的位置， 而这， 对于埃弗顿主
帅科曼来说， 也将是非常实用的
一点。

而随着上赛季为 “太妃糖 ”

打进25粒联赛进球的卢卡库离队
加盟曼联， 鲁尼无疑也可以一定
程度上填补卢卡库离队的空缺。

不仅是在场上， 鲁尼出色的
领导力和比赛经验同样可以在场
下给予队友巨大的帮助 。 要知
道， 在这个夏天， 埃弗顿已经签
下了 4名年龄在 24岁以 下 的 球
员 。 鲁 尼无疑可以为埃弗顿的
青年才俊们提供足够的指导， 而
小 将 如 汤 姆·戴 维 斯 、 罗 斯·
巴克利也会在鲁尼的指导下迅速
获得成长。

当然， 鲁尼先后淡出俱乐部
和国家队的阵容也让他的加盟有
很多争议。 很多人也指出， 如果
埃弗顿想要在成绩上有所突破，

用签下鲁尼的资金去招揽更多的
年轻人会不会更好呢？

另一方面， 鲁尼的加盟同样
也带来了薪资结构的变化， 埃弗
顿为鲁尼开出了15万英镑的周
薪， 这已经是埃弗顿的队史最高
薪资。 为一名已经过了黄金时期
的球员开出队史最高年薪， 这样
的做法到底合不合理呢？ 如此一
来， 一旦鲁尼在下个赛季没能给
出满意的表现， 埃弗顿队内的核
心球员是否有资格去要求与鲁尼
同等的薪水呢？

这一切争论， 只有等到鲁尼
重新回到古迪逊公园球场之后才
能揭晓。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奥丁）

签下鲁尼，埃弗顿值得吗？

■■新新闻闻分分析析

□本报记者 段西元

■体育资讯

本报讯 7月 10日 ， 东城
区第五届小学生 “快乐少年”
排球节在地坛体育馆举行。 在
五块标准的气排球场上， 孩子
们进行着属于他们的排球比
赛， 排球节为期5天。

共有 17所小学的近百支
代 表队参加了此次活动 。 比
赛设置三、 四、 五年级男、 女
六个组别， 每个组别分别进行
四对四气排球比赛， 单人排球
自垫、 对垫、 发球等排球游戏
活动。

东城区 “快乐少年” 排球
节自2013年举办至今， 东城区
先后创建了14所排 球 网 点 学
校 ， 通 过 举 办 排 球 专 项 培

训 、 活动 、 赛事 ， 激发了孩
子们的参与兴趣 ， 调动了他
们学习排球的积极性 ， 推动
了排球在东城区小学的普及和
推广。

本届排球节除常规赛以
外 ， 还设置了由北汽俱乐部
男、 女排专业运动员、 学生、
家长以及老师组成的四人制特
别赛。 在比赛的同时， 让专业
排球运动员与之零距离接触以
提高孩子们的球技； 让家长参
与到比赛中， 使之了解排球带
给孩子的快乐和影响； 让教师
在比赛中更好地了解学生的特
点， 帮助学生提高水平。

（黄葵）

■段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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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中超联赛最郁闷的教练
肯定是卡佩罗， 到手的3分在最
后时刻变成了1分。 江苏队在保
级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夏季转会
更换锋线外援是江苏队的一根
“救命稻草”， 不过一向出手阔绰
的苏宁， 却只能签下一位看上去
并不起眼的喀麦隆外援。

江苏队非常接近签下的这名
外援叫做穆坎乔， 喀麦隆人此前
效力于法甲上赛季降级球队洛里
昂， 29岁的穆坎乔司职前锋， 是
洛里昂的头号射手。 他也曾经多
次代表喀麦隆国家队出战 。 不
过， 这位外援有一个不太好的经
历———征战法甲多年， 这哥们儿
到哪儿哪个队就降级。 有人开玩
笑说穆坎乔自带 “降级属性 ”。
对于在联赛榜尾挣扎的江苏队来
说， 这可能不是一个 “好消息”。

江苏队之所以与穆坎乔这个
级别的外援搭上界， 主要原因还

是他的价格相对实惠， 苏宁只需
要花费550万欧元就可以得到喀
麦隆前锋。 今年中国足协公布了
新的政策， 就是在转会市场上签
下的外援身价不得超过600万欧
元， 如果超过600万欧元， 俱乐
部就必须向足协交纳与转会费等
价的 “奢侈税”。 足协的新政收
到了 “立竿见影” 的效果———这
个夏天中超的转会市场非常 “安
静”， 内援市场只有裴帅转到权
健算是比较 “重量级”， 外援市
场则是 “掉根针整个会场都能听
的到响儿 ”。 前两年一到夏季 ，
往往是欧媒 “编造” 中超转会新
闻最 “猖獗” 的时候， 但今年环
顾英西意法德各大体育媒体， 找
不到关于中超从欧洲联赛引进大
牌的重磅新闻。 就在一年之前的
夏天， 我们迎来了胡尔克、 佩莱
这样的世界级球星， 而短短的一
年之后， 中超的转会夏窗被主管

部门泼出去的一盆冷水 “惊醒”。
前一阵在传的天津权健希望引进
的莫德斯特以及北京国安想要的
坎普尔， 看上去都没有什么下文
了。 比如北京队要引进坎普尔，
勒沃库森标价3000万欧元， 这笔
钱真要花出去， 不但要给德甲球
队3000万欧元， 还要给足协3000
万欧元， 就算是中赫很有钱， 这
么一大笔冤枉钱要扔出去， 搁谁
也得掂量掂量。

权健也好， 北京队也罢， 都
没有保级压力， 换不换外援也就
那么回事儿。 可对于那些保级球
队来说， 后半程必须要增加 “爆
点”。 但在奢侈税的 “压迫” 下，
各个俱乐部也只能把目光投向比

较廉价甚至没有合同在身的球
员， 比如延边队就即将签下一位
处于失业状态的阿尔巴尼亚国
脚。 像去年山东队为了保级连砸
佩莱、 西塞两位大牌的事情不会
再发生了。 市场冷清， 让中超的
价值会出现雪崩式下跌。 怎样才

能 让 中 超 的 市 场 价 值 跌 慢 一
点 ， 唯有在比赛质量上下功夫。
目前中超各队积分咬得很紧， 这
是好事。 比赛精彩了， 外援质量
下降点儿也说得过去。 如果早早
夺冠、 保级都没悬念了， 那才是
灾难。

新华社电 英格兰球星鲁尼
当地时间９日告别效力了１３年的
曼联， 重返埃弗顿俱乐部。

曼联俱乐部最先发表了鲁尼
加盟埃弗顿的声明， 此后鲁尼身
穿埃弗顿球衣正式在老东家亮
相。 鲁尼与曼联的合同明年夏天
才到期， 但埃弗顿透露， 他是以
自由人的身份转会的。

３１岁的鲁尼与埃弗顿签订了
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 每周工资
１５万英镑 （约１３２万元人民币），
比他在曼联的收入少了一半。

埃弗顿俱乐部在社交媒体
上 透 露 ， 鲁 尼 将 身 穿 １０号 球

衣， 这个号码本来是卢卡库的，
后者很快将以９０００万英镑的身价
加盟曼联。

鲁尼９岁进入埃弗顿青训营，
１６岁时代表球队出战英超， 在与
阿森纳的比赛中攻入一个漂亮的
进球， “神童” 从此横空出世。
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４年， 他为埃弗顿上
场７７次， 攻入了１７个进球。 ２００４
年， 他以２５００万英镑的身价加盟

曼联 。 １３年中 ， 他为红魔上场
５５０多次， 攻入了２５３个球， 成为
曼联历史上的第一射手， 并带领
曼联赢得了一次欧冠冠军和五次
英超冠军。

埃弗顿主帅科曼相信鲁尼能
够为球队作出巨大贡献。 他说：
“他热爱埃弗顿， 他非常急切地
想回来。 他只有３１岁， 我对他的
能力毫不怀疑。”

让中超转会夏窗静悄悄
奢侈税

东城区
举办快乐少年排球节鲁尼告别曼联

重返埃弗顿

阿森纳
将在鸟巢对阵切尔西
厄齐尔、扎卡领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