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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休斯敦火

箭队球星詹姆斯·哈登目前正在上海出

席中国行活动， 昨天哈登和几位朋友在

上海街头骑电动车玩， 然而他和朋友却

在一个路口被交警拦下， 疑似违反了交

规。

昨日有网友在上海街头拍下哈登等

人骑电动车带人、 逆行等等违反了交通

法规的行为并发布到社交平台， 当时现

场有执法交警劝谕哈登等人。

尼克·杨看到好友哈登被交警拦截

的照片和视频后， 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晒

出自己骑自行车的图片，并且写道：“看我

从来没有被抓到过。 ”

哈登骑电动车被交警拦下一事，迅速

登上热搜， 引发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说：

“太接地气了吧， 拿着千万年薪来中国体

验小电驴。 ”也有网友说：“听到交警的哨

声，登哥开心地走向罚球线……”

网友说：“很正常，外国人不懂中国的

交通规则。 希望登哥吸取教训啊，下次一

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啊。 ”也有网友贴心帮

哈登计算好罚单项目，“没戴头盔，不能带

人……违反两项交通规则，罚款 40 块。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京

时间 6 月 29 日，曼联签下水晶宫 21

岁右后卫万·比萨卡， 双方签约五

年，外加延长一年条款。

据英国媒体《BBC》报道，万·比

萨卡的转会费为 4500 万英镑，外加

500 万镑浮动条款，球员周薪从 1 万

镑上涨至 8 万镑。 比萨卡出自水晶

宫青训，2018 年 2 月 25 日，万·比萨

卡在对阵热刺的英超比赛中， 完成

个人水晶宫一线队首秀。 上赛季比

萨卡一共代表水晶宫出场过 39 次，

贡献 4 次助攻。 上赛季，万·比萨卡

在拦截、 抢断以及抢断成功率、过

人、解围这五个统计中，是后卫中最

高的。 国家队方面，比萨卡入选过英

格兰 U21， 并随队参加了今夏的欧

青赛， 他也有望得到英格兰主帅索

斯盖特的征召。 不过在跟随英格兰

U21 队参加欧青赛对阵法国队时，

万·比萨卡补时第 5 分钟解围失误

打进乌龙球， 一度被球迷调侃要掉

身价。

此前， 尤文图斯也曾经对比萨

卡产生过兴趣， 不过最终曼联将其

签下。 而比萨卡小时候也是一名曼

联球迷， 他曾经晒出自己穿曼联球

衣的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曼联在报

价比萨卡的浮动条款中包含了夺取

欧冠。 以曼联现有实力，连下赛季欧

冠都没得踢， 想要夺得欧冠难度巨

大。

由于前队长瓦伦西亚离队，曼

联的右路走廊亟待补强， 主帅索尔

斯克亚将万·比萨卡视为今夏补强

右后卫位置的首选， 接下来曼联会

将引援重点放在中后卫和中场中路

位置的球员。

曼联巨资签下新秀后卫 NBA巨星哈登上海骑电驴被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中超联

赛上半程最后一战， 广州富力主场迎

战河南建业，尽管扎哈维缺阵，但其以

色列“兄弟”萨巴发挥出色，上下半场

分别进球， 广州富力最终以 2:0 击败

对手。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本赛季广州

富力首次“零失球”。

尽管上一轮客场输给国安， 但富

力主帅斯托伊科维奇表示， 对决建业

球队充满信心，“信心是来源于客战国

安，虽然输了，但场面上，我们做得很

好。 ”本轮赛前，建业位于积分榜第 9，

富力则排名第 10，富力全队上下都将

3 分看作是“囊中物”。

上一轮客战北京国安， 扎哈维收

到职业生涯第一张红牌， 因此缺席本

轮比赛，萨巴、托西奇和登贝莱这三名

组合第一次在中超亮相， 卢琳和叶楚

贵及王鹏三名本土球员获得首发。 建

业方面，其前锋奥汉德扎停赛，巴索戈

非洲杯， 因此对手只有一名外援前锋

可用。 建业主帅王宝山直言本场比赛

的目标是保平争胜，“因为两外援都不

在，所以比赛是很困难的，我们在进攻

端很难给对手压力。 ”

比赛中，广州富力积极进攻，叶楚

贵和卢琳都多番尝试射门，直到第 42

分钟，萨巴为球队争得点球，当时主裁

判通过 VAR 确认点球， 萨巴亲自主

罚命中。 下半场， 萨巴的表现仍是焦

点，在第 65 分钟，萨巴从球场中圈附

近反越位长途奔袭后杀入禁区附近挑

射破门，最终将比分锁定为 2:0。

萨巴梅开二度，因此被封为“本场

最佳”，赛后他表示，相比起自己的进

球， 最重要的是保住零失球的战绩，

“今天扎哈维不在，每个人都要多努力

50%，今天我们整体做到了，我觉得今

天球队表现很好”，萨巴说。

萨巴梅开二度击败建业

广州富力首度“零封”

“这上半程打完了，赛季初我们不

走运，丢失了一些分数，希望下半程把

丢失的分数拿回来， 我们在联赛开始

阶段希望达到前五，相比起预期来说，

目前还没有达标。 希望下半程开始阶

段，把细节做好，注意力提升。 从表现

来说，上半程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成绩

方面，希望下半程可以做得更好。 ”在

赢下建业之后， 斯帅对上半程进行了

总结， 上半程广州富力取得 5 胜 3 平

7 负，位列中超中游。

在上半程的比赛中， 富力的失球

多达34球，是中超失球最多球队，而本

场比赛是上半程15战中， 唯一零失球

的比赛，“非常开心零封对手， 赛前答

应了球队，零封的话，就请全队吃饭，

所以在破费这一点，还是不开心。但我

愿意跟他们打赌， 如果接下来每一场

零封，我请他们吃饭是没问题的。 ”

对于二次转会的引援方面， 斯帅

表示暂无打算， 在他看来外援来中超

需要时间适应，尤其是广州的天气。他

还对萨巴提出表扬，“外界都说他跟扎

哈维是双子星，今天扎哈维不在，他跟

登贝莱的搭档也是不错的，这是好事，

他可以更好打造属于自己的名片”，此

外， 斯帅对托西奇在防守端的表现也

给予肯定。

针对足协的U23新政， 每场比赛

90分钟内都要有U23球员在场， 昨日

斯帅在比赛中执行了这一政策，“王鹏

是个很有趣有天赋的队员， 球场上表

现很自信，技术细腻，有能力在球队竞

争一个位置。 ”他还透露，在昨晚的比

赛中王鹏上半场被踢到硬伤，“中场的

时候他问我要不要把他换下， 我说作

为职业球员，需要意志力，要有不放弃

的精神，他坚持到80分钟，这种精神值

得嘉许的， 职业运动员不应该因为一

点小痛申请下场。”此外，斯帅表示，希

望U23球员要做好90分钟上场的体能

准备。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斯帅总结半程称未达预期

实现零封后要请全队吃饭

萨巴梅开二度。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大胡子哈登骑着小电驴在上海被交警拦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