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体新闻�分类广告
2018年7月12日

7

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

游 天天发团

春秋游、国内游、境外游、

会议考察等，欢迎来电咨询

假日濠江路：8302999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假日万佳店：88992289

机票 护照 签证 酒店预订

旅游 南海进香

热线88873666 88873999

富贵路11-19号（濠江海鲜酒

楼内侧）伟达大厦总部一楼

招聘
司机1名，13559360243

布行诚聘
本地男司机，女店员各数名

13805915710

假日国旅
文员、计调、导游员、丰田、

中巴司机（B1证、上岗证、

本地户籍）、A1证大客车驾驶

员15860931990

口口熊服饰
1.有经验童装设计师

2.懂英语外贸业务员

13788815636

诚聘
打版，样衣工，会计，文员，仓
管，跟单13808505583

五金厂
司机，女跟单排单，文员
发货，业务员15860553888

兹有泉州市韦帕服饰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81397243894D）不 慎
遗 失 金 税 盘 ，设 备 号 ：
661518306301，特此声明作
废。

兹有蔡茂辉不慎遗失闽
狮渔07291渔船的渔业船舶
抵押权登记证书，编号：（闽
狮 ）船 登（ 押 ）（2012）
HY-100140号，特此声明。

兹有石狮市永宁镇洋厝

村李芳芬、陈呵茹夫妇不慎遗

失独生子女证，证号：

35058110609165，办证时间：

2009年11月24日，特此声明

作废。

兹有石狮市金世达服装

厂不慎遗失公章，特此声明作

废。

收购
布料、辅料、服装

13348506999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旅游

文字类: 版块类:规格为
4.2cm�3cm每次100元
8.5cm�3cm每次200元
连续刊登3次送1次;刊登5次
送2次;刊登10次送5次;刊登
20次送10次。

标题每字4元
五次以内每字1.5元
五次以上每字1.2元
十次以上每字1元
套红另加收25%;指定位置另加收20%;所有的
分类广告标题两字起刊登,内容中的标点符号不
能省略;固定电话算四个字,手机算六个字。
注:所有广告需刊前付款。

信息量大 低投入 高效率

分类广告 服务热线：88795808（上门服务预约）
为方便客户刊登广告，本报现已开通汇款账号，分类广告客户可通过电话、
传真等发送广告内容，与本报工作人员确认刊登时间、次数及费用后，客户
可通过网银或附近银行网点汇款至本账号，确认到款后即可安排刊登。

分类广告客户应提供公司或个人有效证件
汇款账号：158300101400012273石狮日报社 兴业银行石狮支行

房产超市
刊登地址:长福小区安置房
A2幢13号闽南地产中介店
（长福招商管理处对面）
服务热线：88727170

15159596888

刊
登
请
扫
码

会所转让
营业中八七路会所每
层400平方米，一二
楼轻吧，三楼，四、五
楼美容养生，六楼办
公。13600741816林

转 让
●每方块面积：2.5cm×2cm；

●标准价格：1-5次，50元/方块；

6-10次，45元/方块；10次以上，35元/方块；

●每方块内容限40个字以内，套红加收25%

石狮市远达五金制品公司
搬运安装工、普工、二氧
保护焊工、持上岗证小
货车司机、钣金折板
工。13905059758

二手市场

遗失声明

人才市场

伟达航空 南方旅行社

在圣彼得堡体育场

以一球小负法国队之

后，极具天赋的比利

时队终于停下了冲冠

的步伐。不过，“欧洲

红魔”完全可以满意自己

的表现，他们在俄罗斯刮

起的“红色旋风”将被人铭记很

久，而在未来也将继续让世界足

坛刮目相看。

本届世界杯上，比利时队给

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进攻端的表

现，他们既讲究控球，也追求反击

效率与速度，六场比赛共打入14

粒进球，是目前进球最多的球队，

其进攻能力令人生畏，打法也是

32强中最赏心悦目的球队之

一。此外，比利时队进球队员多

达9人，“魔兽”卢卡库独进4球，

足见攻势足球的理念深入每名球

员的骨髓，堪称“黄金一代”。

尽管在半决赛对阵法国队的

比赛中并没有收获进球，但比利时

队在进攻端颇具想象力和威胁，开

场就和法国队大打对攻，阿扎尔、

德布劳内、费莱尼等前场队员也多

次威胁球门。整场比赛来看，在进

攻端两支球队几乎平分秋色，比利

时队的控球率超过法国队，但法国

队在防守层次和体系上高出比利

时队一筹，乌姆蒂蒂利用定位球的

破门也让法国队率先掌握了主

动。比利时队主教练马丁内斯虽

然赛后恭喜法国队获胜，但也表示

“比利时队今天的运气不好”。

中卫孔帕尼也对失利懊恼不

已，他表示比利时队创造出非常

多的机会，也一度控制了场上的

局面，但是“那该死的定位球改变

了一切，我只能这么说”。

比利时队虽然拥有“欧洲红

魔”的冷酷称号，但此前从没有人

真的将他们比肩法国、巴西等世

界顶级强队，不过在经过这一届

世界杯的洗礼之后，至少这支比

利时队已经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

为世界一流强队了。

在16强战中，比利时队在两

球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三球击败日

本队，让人看到这支球队的战术

素养和顽强意志。在随后进行的

8强战中，比利时队再次显示超

强的进攻效率，以2:1力克巴西

队，让巴西人输得心服口服。而

在这场酷似决赛的半决赛中，抛

去最后的胜负结果，比利时队和

法国队其实不相上下，如果真要

说“欧洲红魔”缺少点啥，可能就

是缺少点顶级强队的底蕴。

底蕴当然需要时间的积淀，

回望过去十几年比利时队走过的

道路，没人怀疑他们仍处在上升

空间里。自2002年参加了韩日

世界杯之后，由于长期的人才断

档，比利时队接连错过了2届世

界杯和3届欧锦赛，“红魔”的名

号慢慢被人遗忘。

比利时足协痛定思痛，启动

青训计划，教育部门要求学校设

立足球训练课，建立一批足球学

院，足协为俱乐部青训提供了大

量的扶持资金，将众多年轻球员

送往欧洲五大联赛。费莱尼、孔

帕尼等多位已经名震欧洲的球员

便是比利时青训计划结下的“硕

果”，球星的“井喷”也直接带来了

球队成绩的大幅提升。时隔12

年后，比利时队在2014年巴西世

界杯上再度亮相国际大赛，并且

一举杀入八强。不仅如此，2015

年11月比利时队首次在国际足

联排名上登上榜首。虽然该排名

系统并非唯一参考标准，但相比

在2007年第71位的排名，比利时

队在不到十年内取得的进步有目

共睹。

现如今，比利时队的排名高居

世界第三，征战本届世界杯的队伍

中有22人来自海外联赛，他们当

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五大联赛豪门

效力，足见其人才储备之丰厚，而

队内的阿扎尔、德布劳内、费莱尼

等都已经是国际顶级球星。

无缘决赛虽然给比利时队带

来了苦涩，但四强的战绩已经追

平历史最好成绩，这也是他们时

隔32年再次杀入世界杯四强。

在遥远的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上，球王马拉多纳率领阿根廷队

在半决赛中淘汰比利时队，并且

最终夺冠。

历史性的战绩为比利时队带

来的是自信。孔帕尼说：“比利时

队在未来还可以再次惊艳世界，

因为这次世界杯四强的成绩可以

让整个国家更加自信，更有野心，

我们有信心培养出更多的天才球

员，未来会充满期待。”

比利时队依然有机会继续创

造历史。在1986年世界杯上，他

们输掉半决赛后，在季军争夺战

中又输给了法国队，最终名列第

四。在本届杯赛中，比利时队将

在季军战中对阵英格兰队和克罗

地亚队之间的负者。此外，拥有

阿扎尔、德布劳内等“黄金一代”

的比利时队在2020年欧锦赛上

也依然是夺冠热门之一。

（新华）

2018俄罗斯

世界杯

止步四强，比利时队还拥有未来

7月10日，由张艺谋执导，张译主演的电影《一秒

钟》举行开机发布会。

张艺谋此次亲自参与编剧的电影《一秒钟》讲述

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没赶上电影场次的张九声与流

浪儿小吉林因一场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故事。剧

情与张艺谋早期经历略有重叠，亦是其一贯对社会历

史、文化展开追忆和寻根的风格，此次张译出演电影

男主角张九声的角色。

发布会现场，张译剃着光头，身形消瘦，除去为戏

减重的辛苦，为了更加贴合角色，张译还首次尝试了

光头造型。对此，张艺谋导演还称赞张译是“人品、艺

品都好的演员”。 （新华）

张艺谋《一秒钟》开机
张译首次光头出演

胜负尘埃落定的那一刻，7

月10日的圣彼得堡体育场有

喜有悲，然而有个人的心情或

许是复杂的，他就是头顶法国

传奇光环、身在比利时教练组

的亨利。

亨利的法兰西戎马生涯，

留下了51粒进球的队史纪录，

以及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

欧锦赛的“双料冠军”。如此

传奇，却在世界杯半决赛坐在

对手的阵营中，这种戏剧化的

关系让世界杯上的各路媒体

如“鲨鱼嗅到血腥味”一般，想

要做做文章。社交媒体

上，也有法国球迷讨

论着如果比利时队

进球，亨利会庆祝

吗？

一场“硬碰

硬”的较量后，法

国队最终以1:0

击败比利时队挺

进世界杯决赛。

不管到底心有何

属，亨利最终平稳站

在了中间地带，没有过

多的感情色彩，没有留下

炒作的空间。

赛前的舆论浪潮中，面对

媒体采访和开发布会的要求，

亨利选择了拒绝。比赛结束

后，亨利先是挨个安慰了场上

失落的比利时球员，之后跟法

国队员寒暄拥抱，期间他始终

保持着失败一方应有的表情。

对祖国给予尊敬，对工作给予

尊重，这就是亨利无声的回答。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

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终生不

为曹操献一计。但对于亨利来

说，他选择加入比利时队与忠

诚无关，这是一名职业教练对

于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次职业的

选择。正如法国主帅德尚的一

番话：“从他成为马丁内斯助教

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可能会

有（对阵自己祖国）这种情况发

生，对他来说这不容易，是个艰

难、奇怪的情况……我替他感

到高兴，他是我很欣赏的人，他

进入了正确的轨道。”

在比利时队的这两年，亨

利备受球员们的推崇，也开始

以一名教练的身份受到各方的

认可。比利时队内头号锋霸卢

卡库现在是亨利的头号“迷

弟”，几乎言必赞“大帝老师”，

“他会把我一场比赛中的表现

整理成资料，然后我们一起讨

论，一起寻找如何能让我变得

更好。我每天都能从他身上学

到东西，如何跑位，如何创造空

间，如何控球等。”

亨利和比利时队的合作，

目前看来很可能即将走到尽

头，虽然比利时足协想续约“大

帝”，但亨利本人还未接受。世

界杯后，他将何去何从？

至少，接下来的决赛，亨利

可以全身心地做一名法国球迷

了。 （新华）

俄罗斯世界杯7月10日进行

的半决赛中，法国1:0击败比利

时，第三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对

于比赛中采取的防守反击战术，

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说：“（半决赛

对阵比利时）需要实用主义，是时

候现实点了。”

这场比赛，法国后卫乌姆蒂蒂

头球打进唯一进球。双方教练都

认为定位球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

键因素。德尚说：“比利时队很强，

这时候是要现实一点。如果射门

更精确的话，我们会进更多球。”

1998年，法国第一

次夺得世界杯冠

军。这是他们

第三次晋级

决赛，新闻

报道说整

个法国都

在庆祝。

德尚说，

已经看到

了法国人

民的庆祝，

上次夺冠回忆

很甜美，但最重

要的是决赛来了。

法国的决赛对手将

在英格兰和克罗地亚间产生。

（新华）

德尚：
到了需要实用
主义的时候了

由甄子丹担任出品人、监制兼主演的电影《大师

兄》将于8月17日上映。在此前发布的预告中，甄子

丹以全新形象空降校园——这是他首次挑战老师角

色，饰演一位打破常规的“全能教师”，在片中出手制

服问题学生。

据甄子丹透露，在电影《大师兄》中自己不再是

“凶猛”的角色，因为“自己是爸爸，所以很想拍一些小

朋友可以看到的电影。”并承诺仍会延续一贯精彩的

动作场面，为达到最真实的效果，甄子丹对动作设计

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要根据我的角色和故事背景

来把这种动作风格融合在里面。”同时表示有信心“拍

一部既好看又有教育性的一部电影。” （新华）

《大师兄》8月17日上映
甄子丹挑战老师角色

据了解，由胡玫执导的全新电影版《红楼梦》日前

在河北香河天下第一城开机。从导演胡玫所发布的

微博可以看出影片当前正在转场江南的热拍之中。

据悉，从2万名演员中海选出的年轻演员，在经过近半

年的专业培训后，也已经集结进组，但现阶段影片的

具体演员阵容仍保持神秘。

开机仪式上，导演胡玫表示：“早在十多年前就有

拍摄电影《红楼梦》的想法，随着年龄的成长每一次重

读原著也都会有不同的感悟，现在正是时候拍摄一部

久违了的电影《红楼梦》了。”电影版《红楼梦》自2017

年9月启动全球演员海选，历时八个月从两万多位报

名者中精心挑选入围者，经过近半年专业系统的培训

之后再开机拍摄。 （新华）

胡玫打造“影版红楼”
演员阵容保密

亨利：
站在中间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