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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赛首轮欧文将战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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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会，是竞技体
育不变的话题，由此
闹剧、恩怨不断上
演。昨日，世界级豪
门巴萨与巴西球星
内马尔的恩怨再起
波澜，巴萨称内马尔
没有履行完合同，应
当归还去年发放的
一笔续约奖金。相
比之下，NBA 骑士
队在当家球星欧文
的转会问题上则非
常大度，既然留不住
心，就干脆放欧文
走。

□记者 王玮皓

今年夏天，内马尔从巴萨
加盟巴黎圣日耳曼，后者以支
付2.22亿违约金的方式从诺
坎普球场带走了巴西球星，这
也刷新了国际足坛的转会
纪录。虽然赚得盆满钵满，但
失去当家球星的巴萨仍不依
不饶。

巴萨发表公告，称已经向
西班牙足协提出申请，要求内
马尔退还2016年续约时得到
的850万欧元忠诚奖金，而且
巴萨还要求内马尔支付忠诚
奖金10%的滞纳金，总共935
万欧元。巴萨表示，如果内马
尔拿不出这笔钱，那么巴黎圣
日耳曼可以来替球员付钱。

去年10月，巴萨与内马
尔续约到2021年，双方约定，
内马尔的合同毁约金从2017
年7月1日起，由1.96亿欧元
上升到2.22亿欧元。为了奖
励内马尔，巴萨为他提供了一
份数额不菲的奖金，也就是国
内俗称的“签字费”。这笔奖

金分为两期支付，巴萨在续约
内马尔后当即支付了850万
欧元，根据约定，如果到今年8
月1日时内马尔仍是巴萨所
属球员，巴萨
还将支付内马
尔2600万欧元
的奖金。

由于内马尔在8月4日正
式加盟巴黎圣日耳曼，如果
严格按照合约，巴萨仍要向
他支付 2600 万欧元的
奖金。昨日内马尔回
应称，誓要与巴萨对
簿公堂，索要应拿
的 2600 万欧元
续约奖金。双
方可谓彻底
撕破脸。

□记者 王玮皓

昨天，NBA联盟里面最
劲爆的消息就是骑士明星控
卫欧文转会凯尔特人。欧文
是骑士队2011年选中的状元
秀，效力了 6 个赛季，并在
2015-2016赛季随队获得总
冠军。欧文曾在2014年与骑
士续约，原本他期待着自己
能够成为球队的老大，在球
队中起到独当一面的作用，
但其续约两周后詹姆斯就宣
布从热火回归骑士。欧文只
能成为球队的“绿叶”，这让
他一直心有不甘，希望离开
骑士的想法早已人尽皆知。

昨日，欧文的下一站终

于水落石出。骑士最终和凯
尔特人达成交易，后者送出
后场核心小托马斯、前锋杰·
克劳德、中锋安特·日日奇和
来自篮网的下赛季首轮选秀
权。

对于欧文的离开，骑士
球队老板丹·吉尔伯特送上
了祝福。他代表骑士全队，
感谢欧文对球队做出的巨大
贡献，“他在2016年总决赛第
7场射进的那记三分球，会被
我们永远铭记。”随后，詹姆
斯也向欧文表示了感谢，“他
是一个特别有天赋的孩子，
我们能给他的只有尊重。在
一起的三年很不可思议！”

骑士大度放人

巴萨斤斤计较

送走欧文后，骑士能有
这样丰厚的“包裹”作为回
报，已然出乎了大多数人的
预料。

在后场，骑士补充了小
托马斯。作为绿军的核心，
上赛季，小托马斯场均能轰
下28.9分，排在联盟第三，比
欧文多了3.7分。可以说，随
着小托马斯的加入，骑士的1
号位并没有削弱。这名身高
1.75 米的后卫极为擅长在关
键时刻得分，如此素质，正是
詹姆斯需要的。从风格上来
说，小托马斯与欧文有些相
似，他最擅长个人攻击，在行
进间杀死对手。因此，詹姆
斯与小托马斯的磨合，或许
也不会有太大障碍。

由于小托马斯下赛季的
年薪仅626万美金，他一个
人的合同不足以配平
整个交易。凯尔特
人又将克劳德
和 新 人 日
日 奇

放入了“包裹”。过去几个赛
季，克劳德是绿军外线铁打
的主力，三分稳定，还不乏凶
狠的防守招数。相比于年过
三旬的JR·史密斯，克劳德更
加强壮、年轻。

此外，骑士还获得了篮
网2018年的首轮（无保护）选
秀权。依据目前的局势，这
个选秀权有可能是三甲，甚
至是状元级别的。

过去一年，因为球队补
强力度不够，骑士内部出现
不和谐景象，詹姆斯又一次
产生了失望情绪，并曝出了
要在明夏离队的决定。但随
着骑士与绿军达成交易，詹
姆斯却重新看到了希望。

在这次教科书般
的精彩运作完成后，
骑士既保证了能继
续赢在当下，同时

也为詹姆斯提供了光
明的前景，这样双重的惊

喜，恐怕是大多数人都没
想到的。 洛文

詹姆斯满意了吗？

内马尔昨日返回巴塞罗
那处理个人事务时，梅西在社
交网络贴出了与苏亚雷斯、内
马尔的合影。之后，拉基蒂
奇、皮克等球员也赶来与内马
尔会面。在巴萨公开表示要
起诉内马尔时晒合影，这是巧
合还是对巴萨高层的讽刺？

以内马尔转投巴黎为导
火索，巴萨球员与管理层的矛
盾逐渐被公开。在西班牙超
级杯首回合13不敌皇马后，
布斯克茨将矛头指向了巴萨
的管理层，“不是这场比赛的
比分促使我们引援，而是现实
需要我们引援。”次回合又以
02败北后，皮克则表示：“在
我加盟巴萨9个赛季后，第一
次感觉到我们的实力弱于皇
马。”

此外，早在7月5日，巴萨
就官方宣布与梅西续约至
2021 年，但事实证明，梅西尚
未与俱乐部签订新合同，这也
就意味着，其他球队出 2.5 亿

欧元违约金就可以挖走梅
西。糟糕的引援让巴萨实力
下降，这是梅西不愿意签字的
关键。曾参加 2015 年巴萨主
席竞选的贝内蒂托指出，“如
果梅西不愿意续约的话，就是
他对未来没有安全感。”

如今，以老主席拉波尔
塔、传奇球星里瓦尔多为开
始，越来越多的名宿向管理层
开炮，传奇前锋杜加里指出，

“如果想要引进登贝莱，唯一
要做的就是砸钱。巴萨这几
个赛季的引援就像是一场灾
难。不应该为了1000万、2000
万而去讨价还价。”

恐怕最让巴萨高层愤怒
的就是内马尔的言论了，巴西
前锋指出，“巴萨高层让我非
常难过，他们不应该呆在那个
位置上，巴萨应该有更好的管
理层，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
看到我的前队友们难过，我也
感到难过，因为他们是我的朋
友”。 奥文

巴萨高层成众矢之的

常规赛力压骑士夺得东
部冠军,季后赛一路杀到东
部决赛,过去一个赛季对凯
尔特人来说无疑是成功的。
完成交易后，凯尔特人上赛
季的核心框架内只剩下霍福
德、斯玛特、罗齐尔和杰伦布
朗，首发阵容将大变脸。赛

季初期，球队势必还要经历
一段磨合期。

NBA常规赛将于北京时
间10月18日揭幕，首个比赛
日中，骑士就将迎来与凯尔
特人的较量。这也就意味
着，欧文与小托马斯将在揭
幕日面对旧主。 王文

巴萨要求内马尔退还续
约奖金，而内马尔提醒巴萨支
付合同中规定的续约奖金，并
已申诉至国际足联，国际足联
已就此事展开调查。

此前据西班牙媒体报道，
巴萨本打算在今年7月前发
放这笔2600万欧元的奖金。

但由于内马尔和巴黎圣日耳
曼之间越走越近，巴萨方面拒
绝发放这笔奖金。此前，内马
尔出于情理，放弃了索要这笔
奖金。否则，内马尔在付给巴
萨违约金的同时可以少付
2600万欧元，达到主动兑现
忠诚奖金的目的。 王文

内马尔要钱申诉至国际足联

鲁尼宣布从英格兰代表
队退役，确定不会参加明年夏
天在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
鲁尼在声明中写道：“本周，英
格兰主帅索斯盖特告诉我说，
他依然希望我回到三狮军团
阵中。不过，我已经以审慎的
态度考虑过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了，因此我告诉索斯盖特

说，自己已经决定退出英格兰
代表队。”

早在 2003年 2月，英格
兰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里，鲁
尼就代表三狮军团完成了首
秀，当时的他年仅17岁。鲁
尼一共代表英格兰出场了
119次，打入了53球，是英格
兰历史上的头号射手。 易文

鲁尼退出英格兰队

欧文加盟凯尔特人

要求内马尔退还奖金

撕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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