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宝强原经纪人宋喆认罪
被控职务侵占 230 多万元

������本报综合消息 7 月 11日， 王宝强原经纪人宋?涉嫌职务侵占罪一
案开庭审理。 据王宝强代理律师透露，宋?当庭认罪，请求法院从轻处罚。

据了解，本案中宋?是王宝强原经纪人，修某则是某文化传媒公司外
聘艺人统筹。

根据检方指控，2014 年到 2016 年， 宋?利用担任王宝强工作室总
经理及经纪人的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修某，采用虚报演出、广告代言等
手段， 侵吞王宝强影视工作室演出、 广告代言等各项业务款共计 232.5
万余元。 其中，2015 年 9 月，在与河北某农业开发公司洽谈广告代言业
务中，要求该公司将约定的款项支付到宋?控制的银行账户内，侵占应
支付给王宝强影视工作室的款项 45万元。

2015 年 11 月，在与福建某农公司洽谈广告业务代言业务中，要求
该公司将约定的款项支付到宋?控制的银行账户内， 侵占应支付给王
宝强影视工作室的款项 20 万元。

2016 年 6 月，宋?伙同修某，在相关公司邀请王宝强参演某节目的
项目中，虚报价格，采取与第三方公司签订虚假合同，通过第三方公司
将截留的款项转移到宋?控制的账户内，后宋?与修某将钱款平分，共
计骗取本应支付给王宝强工作室的演出费 167.5 万元。

王宝强代理律师张起淮表示，对于指控，宋?当庭认罪，请求法院
从轻处罚。 （李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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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 7 月 11 日电 （记者
韦骅 岳东兴 郑道锦）11 日在莫斯科卢日
尼基体育场，克罗地亚队创造了历史！ “格
子军团” 在连续第三场 120 分钟的比赛
中，凭借意甲双星佩里西奇和曼朱基奇的
进球，2:1 逆转战胜英格兰，与法国队会师
俄罗斯世界杯决赛。

克罗地亚此前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

绩是季军，还发生在遥远的 1998 年。英格
兰队最近一次进入半决赛更要追溯到 28
年前。 1/4 决赛中，英格兰 2:0 力克瑞典，
克罗地亚则通过点球大战以总比分 6:5
击败东道主俄罗斯。

与上一场比赛相比，英格兰队采用了
相同的首发，斯通斯坐镇后防，亨德森负
责中场调度，目前领跑射手榜的凯恩领衔
锋线。克罗地亚也只对首发进行了一处调
整，由国际米兰中场布罗佐维奇替换克拉
马里奇，莫德里奇、拉基蒂奇等大将悉数
披挂上阵。

本场比赛，英格兰取得梦幻开局。 开
场仅 5 分钟，莫德里奇在禁区前沿对阿里
犯规， 英格兰赢得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
球。 特里皮尔直接打门，苏巴西奇扑救不
及，皮球钻入球网，1:0。

在随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克罗地亚难
以组织起有效进攻，英格兰的几次定位球
攻门则颇具威胁。直到第 19 分钟，克罗地
亚队才由佩里西奇尝试第一脚射门。

第 30 分钟，凯恩的射门击中立柱，但
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在先。第 32 分钟，英格
兰队禁区内解围不远，雷比奇跟上一脚打
门，被皮克福德抱住。 4 分钟后，英格兰队
打出反击，阿里带球吸引防守后传给无人
盯防的林加德，后者在禁区前沿的射门打
偏。 上半场结束，英格兰 1:0 领先。

在下半场比赛中，克罗地亚逐渐占据
优势， 效力于国际米兰队的边锋佩里西奇
表现活跃。第 68分钟，克罗地亚扳平比分，
弗尔萨利科右路起球， 佩里西奇赶在沃克
解围前， 用一脚难度极大的凌空外脚背垫
射将球打进，1:1，两队回到同一起跑线。

打出气势的克罗地亚队在第 72 分钟
险些再入一球，佩里西奇左路突破后低射
击中右侧立柱，雷比奇补射力量太轻被皮
克福德没收。第 83 分钟，曼朱基奇胸部停
球后打门被皮克福德化解。 1 分钟后，皮
克福德击球不远，佩里西奇的垫射偏出。

在战至 90 分钟未能分出胜负后，两
队进入加时赛。第 99 分钟，英格兰开出角
球，斯通斯甩头攻门，在皮球已经越过苏
巴西奇的情况下，被弗尔萨利科在门线前
解围，克罗地亚逃过一劫。

加时赛上半场补时最后一分钟，佩里
西奇左路送出低传，曼朱基奇的抢点射门
被皮克福德用腿挡出。

易边再战，第 109 分钟，克罗地亚反
超比分。 英格兰队一次解围见高不见远，
佩里西奇头球送出助攻，尤文图斯前锋曼
朱基奇门前近距离抢射，攻破了皮克福德
的十指关。

随后的比赛，英格兰进球功臣特里皮
尔受伤，但由于英格兰已经用完四个换人
名额，不得不以 10 人应战。 少一人的“三
狮军团”急于扳平比分，而已经收缩防守
的克罗地亚则用反击威胁对方大门。英格
兰之后全力反扑，但仍无力回天。 虽然被
淘汰，但比赛结束之后，英格兰队球迷仍
为球队送出了掌声。

英格兰将于 14 日在圣彼得堡与比利
时争夺第三名， 决赛将于 15 日在莫斯科
卢日尼基体育场进行。

������7 月 11 日，在莫斯科进行的 2018 俄罗
斯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中，克罗地亚队与英
格兰队在 90 分钟内战成 1:1 平。 最终，克罗
地亚队经过加时赛以 2:1 战胜英格兰队，历
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图 1 为 7 月 11 日， 克罗地亚队球迷赛
后庆祝胜利。 新华社记者 曹灿 摄

图 2 为 7 月 11 日， 克罗地亚队球员在
比赛后庆祝胜利。 英格兰队球员林加德（左）
蹲在球场上。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 摄

图 3 为 7 月 11 日， 克罗地亚队球员维
达赛后与孩子庆祝。 新华社记 者曹灿 摄

图 4 为 7 月 11 日， 克罗地亚队球员洛
夫伦（前）在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曹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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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加时逆转英格兰

《少林寺》里的大反派秃鹰 走了
计春华逝世 一生几乎都是演反派角色

������本报综合消息 著名武打演员计春华先生于 7 月 11 日上午 10 时
35 分因病在杭州去世，终年 57 岁。 计春华的突然离世，让不少业内同
行感到震惊和惋惜。

据悉，计春华生前刚拍完张之亮导演的电影《武动天地》，影片尚未
定档，没想到却成为计春华的遗作。

计春华 1961年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年少时是浙江省武术队的队员，
有扎实的武术功底。 年轻时计春华生过一场大病，头发脱落成了光头。 不过
对于一位武术运动员来说，光头也不是太大的困扰。 一次偶然的机会，计春华
听说《少林寺》剧组在招聘武打演员，
就去试了一试， 没想到真的最终入
选，饰演反派之一秃鹰。1982年《少林
寺》火遍全国之后，电影在城市和乡
镇上连续放映多年，计春华也红了。

正式成为演员之后，计春华出
演了《南北少林》《黄河大侠》等多
部武侠影片，都是饰演反派。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计春华
相继出演了 《功夫小子闯情关 》
《新少林五祖 》《连城诀 》《天龙八
部》《七剑下天山》等多部影视剧，
一直活跃在视影圈。 虽然他一直
都是以饰演反派著称， 但是和他
合作过的演员都称他是一个敬业

且率真的人，他的逝去，是影视界
的损失。 (综合) 计春华

计春华在《《少林寺》》里出演大反派秃鹰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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