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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中
國飛人」的人生經歷可
謂跌宕起伏。昨日，劉
翔在微博上宣布與葛天
離婚，僅持續 291 天的婚
姻，就此夭折。
2014
劉翔昨日在微博寫道：「我與葛天
年5月戀愛，同年9月結婚，婚後因性

格不合，於今天結束這段婚姻，希望今後各
自都有更美好的人生，祝願彼此。」
事實上，「飛人」夫婦婚後不合的傳聞，
由來已久。據稱，兩人分居兩地，聚少離
多，感情淡漠，而葛天的性格亦脆弱暴躁，
劉翔曾因兩人的矛盾失聲痛哭。至後期，劉
翔夫婦似乎僅有婚姻之名，即便碰巧在同一
城市，劉翔居然亦是獨自下榻酒店。
早前被傳媒問及對劉翔退役的想法，葛天態
度竟十分冷漠，僅敷衍了幾句客套話。而劉翔
在退役儀式上，則隻字不提葛天，兩人的微博甚
至沒有互相關注。
不過，兩人婚姻關係瀕臨崩潰開始盛傳，則是
在葛天早前拍攝的抗日「雷」片《一起打鬼子》
在網絡上被曝光。片中，葛天飾演的角色褲襠藏
手榴彈，還配有各種污言穢語，後被廣電總局禁
播。

不合傳聞由來已久
關於這些爭議話題，5 月 19 日，葛天在出席活動
時予以回應：「首先，它有些斷章取義了。其次，我
的職業是演員，會盡力地詮釋好我的角色。對我來
說，我希望大家在關注劇情以外，也多關注我的表演，
多多為我的表演提出一些建議和意見。我還會更加努力，
拍攝出更多的、更好的、讓大家喜歡和接受的作品。」
內地媒體昨日聯繫到葛天，據知，電話那頭的她明顯在哭
泣。葛天用哽咽的聲音表示：「不好意思，我現在不方便回
應記者的那個甚麼，如果有甚麼情況你
們問他（劉翔）吧，一切以他的說法為
準，謝謝，不好意思。」
也有消息人士爆料，彼時葛天稱自己
懷孕騙婚，結果劉翔家人發現葛天根本
沒有懷孕，對此非常憤怒。不過，此
■ 劉翔於去年 9 月 9 日在
事始終未曾得到當事人的回應。
微博宣布婚訊。
微博宣布婚訊
。 資料圖片
劉翔在新浪微博發布的這則離婚
「公告」，在短短半個小時內被轉發
超過 3 萬次、5 萬多人「讚」，3 萬
多粉絲紛紛留言祝福：「你會找到
更好的」、「天吶，你現在就可以
娶我了翔哥」、「家產分一半。葛
小姐不用去演褲襠劇了」。
從戀愛到結婚用了4個月，從結
婚到離婚用了 9 個月，劉翔證明
自己無論做甚麼都是飛人速度。

■ 劉翔微博宣布離婚不足半
小時，
小時
，已逾
已逾5
5 萬人
萬人「
「讚」。

■劉氏夫婦於去年 9 月 11 日
出席公眾活動。
出席公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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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億身家
離婚割肉成疑
作為中國最耀眼的體育明星之一，中國「飛
人」劉翔離婚一事，一千個粉絲有一千個看
法，「體育死忠」為劉翔閃婚閃離的速度驚
歎，「八卦狗仔」表示自己早有預料，而「理
科男」則關心劉翔在這場離婚戰中身家損失與
否。
根據福布斯的紀錄，從2003年到2014年，劉
翔的收入達 5.35 億元（人民幣，下同），這包
括了廣告代言和體育比賽等收入。
■ 劉翔事業婚姻接
劉翔的運動生涯起起伏伏，2004 年成為奧運
連受挫。
連受挫
。 資料圖片
冠軍時年收入增加到 2300 萬元；之後，年收入
達 2600 萬元、5800 萬元，北京奧運會前更簽下
14個代言，年收入上漲到 1.6億元。儘管北京奧運會劉翔遭傷退，吸金能力
大打折扣，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2012年收入仍達2160萬元。
如果上述統計真實可靠，那麼劉翔身家達 5.35 億元。但離婚後問題來
了，劉翔和葛天婚前有否簽署財產協議？奧運乒乓冠軍馬琳離婚時，前妻
就分得數百萬存款和價值幾百萬元的別墅，劉翔如何呢？葛天是否會分得
更多？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劉翔與葛天速戰速決，以此速度看來，兩
人應是和平分手，沒有鬧上法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葛天發聲：
葛天發聲
：
能被搶走的愛人不是愛人
劉翔於昨日 16 點 22 分發微
博 ， 宣布與葛天離婚
宣布與葛天離婚。
。 事後
事後，
，
葛天在接受新浪娛樂訪問時哽
咽道，「
咽道
，「一切以他
一切以他（
（ 劉翔
劉翔）
）的
說法為準」。
說法為準
」。但未幾
但未幾，
，葛天在
微信朋友圈寫下：「
微信朋友圈寫下
：「我人都
我人都
沒走出民政大廳微博就發出
去了，
去了
，我也不知道該說甚麼
了，只想說能被搶走的愛人

劉翔 葛天婚姻回顧

不是愛人，
不是愛人
，能說得出的委屈
不是委屈，
不是委屈
，緣起緣滅
緣起緣滅，
，天自

■ 2009年，奪得山東全運會110米欄冠軍的劉翔到北京參加慶功活動，在
朋友聚會中認識了葛天。但二人聯繫不多，只在逢年過節時發發祝福短
信。
■ 2012 年，劉翔倫敦奧運傷退，葛天通過短信和電話等方式開導劉翔。

有安排，
有安排
，謝謝朋友們
謝謝朋友們，
，
我會更好，也祝福
他。」

這對劉翔來說無疑是最好的治癒良藥。二人由此成為無話不說的好友。
■ 2012 年國慶，劉翔赴美療傷，歷時近一年。當時葛天也曾希望一起前
往美國照顧劉翔，但因葛天的軍人身份未能成行。
■ 2014 年 9 月 8 日，劉翔與葛天領證。9 日，劉翔通過微博獨家宣布自己
正式結束單身生活，踏入婚姻殿堂。
■ 2015 年 5 月 17 日，劉翔在上海八萬人體育場舉行退役儀式，葛天沒有
現身，劉翔也對新婚妻子隻字不提。之後，葛天出席活動時被問及劉翔
退役一事時平淡地說：「我會祝福他，他一定會很好的。謝謝大家對他
的關注和祝福。」
■ 2015 年 5 月 21 日，有上海論壇網友爆料，劉翔與葛天已經離婚。知情
人還說，導致二人婚姻出現危機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性格相差太大，沒有

■劉翔 5 月隻身出席
退役儀式。
退役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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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融合。
■ 2015年6月25日，劉翔宣布與葛天離婚。

易建聯回歸國籃
易建聯
回歸國籃 熱身賽表現佳
2015年中國立陶宛男籃對抗賽首
站比賽前晚在遼寧瀋陽拉開戰幕，
經過四節爭奪，坐鎮主場的中國男
籃在前兩節落後的情況下上演逆轉
好戲，以74：70擊敗對手。
此役，小將王哲林成為中國隊獲
勝最大功臣，他交出全場最高的 25
分，以及 3 個籃板的數據，重歸國
家隊的易建聯也有不錯表現，他在
19 分鐘內得到 19 分 4 個籃板 2 個搶
斷，周鵬、趙繼偉各得 7 分，另一
名小將周琦也交出了 6 分 4 個封阻 3
個籃板 2 個助攻 1 個搶斷的全面數
據。
不過，中國隊本場比賽的失誤多
達20次。
賽後，對於重返國家隊的易建
聯，中國隊主教練宮魯鳴自言比較
滿意。「今天是易建聯今年第一次
代表國家隊比賽，他的表現非常突

出。」
宮魯鳴坦承，易建聯的個人能力
毋庸置疑，但由於回歸國家隊僅有
一個月時間，因此本場比賽原本沒
有計劃讓他上場這麼長時間。「目
前狀態還沒有達到他的最佳狀
態，」宮魯鳴告訴記者：「易建聯
需要盡快和年輕球員融合在一起，
目前來看易建聯做得非常不錯，無
論是場上還是場下，他都在隊中起
核心的作用。」
易建聯表示，與立陶宛男籃相
比，中國隊的執行力還不夠強，很
多地方需要向對手學習。他坦言，
全場20次的失誤，確實不太應該。
「我們有很多的細節需要去改進和
加強，儘管這場球我們贏了，但是
還有很多問題需要總結，我們回去
會多看錄像。」
「我們的旅行時間比較長，這對

國青「熊貓盃」首戰見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盼、
實習生 劉亮荀 成都報道）熊貓
盃國際青年足球錦標賽，24日在
成都雙流體育中心正式打響揭幕
戰。首場比賽，由 U18 國青隊對
陣斯洛伐克隊，經過 90 分鐘的
激烈比拚後，最終斯洛伐克隊以

■ U18 國青出戰
國青出戰「
「熊
貓盃」。
貓盃
」。 劉亮荀 攝

2：1的比分戰勝國青。在賽前召
開的媒體見面會上，中國隊主教
練介紹「球隊從 2 月份剛剛組
建，共進行了三期集訓，參加了
兩個盃賽，球隊逐漸到達了我們
預期的效果。」他相信球隊會給
大家帶來驚喜。

傳保連奴1.3億轉會恒大
■易建聯
易建聯（
（左）在比
賽中進攻。
賽中進攻
。 新華社
於我們來說有一些困難。」立陶宛
男籃主帥指出：「參加比賽的這支
中國男籃非常強大，希望下一場比
賽我們能夠表現得更好。」
根據賽程，兩隊的第二場較量今
日移師廣州進行。
■中新社

■ ESPN 爆保連奴將加
盟廣州恒大。
盟廣州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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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ESPN消息，前巴西國家隊中場大將
保連奴已就年薪待遇與廣州恒大達成一
致意見，目前只待最後簽約。
據悉，保連奴經理人（同時又是恒大
球員艾傑臣經理人）貝爾托魯奇向 ESPN
透露，保連奴加盟恒大的轉會費約為
1,500 萬 歐 元 （ 約 1.3 億 港 元 ） 。 上 賽
季，這位巴西防中險遭熱刺遺棄，在主
帥普捷天奴麾下，他僅上陣478分鐘。
在史高拉利成為恒大主帥後，引進一

位當打之年的巴西國腳級防守中場，已
成為各界的共識。在「大菲」統領巴西
國家隊期間，保連奴曾是旗下主力球
員，並於 2013 年夏隨隊問鼎洲際國家盃
冠軍。但去年的世界盃，保連奴表現低
迷，失去首發位置。在雷內基本確定離
隊後，保連奴加盟恒大已無障礙。
另外，據內地傳媒報道，恒大足球學
校獲頒健力士「世界最大的寄宿制足球
學校」稱號證書。
■記者 陳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