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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城事

李敏镐&金秀贤 两大吸金男神代言的背后

近期，一部《继承者们》，又
接着一部《来自星星的你》，让
韩流之风再度在中国刮起。而
作为两部剧的男一号，李敏镐
和金秀贤也瞬间成了所有人关
注的热点，这两个“男神”的商
业价值也迅速凸显。这时候，哪

个商家抓住了他们其中之一，
也就是抓住了商机。

3月17日，LG 2014全产品
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宣布启用
最近大势李敏镐作为最新代言
人，此举动引起了媒体和消费
者的广泛关注。2009凭借年出
演韩版《花样男子》，李敏镐迅
速走红，后又接演多部电视剧，
创造收视奇迹。凡是李敏镐做
男一号的电视剧，收视率都会
比同档期电视剧收视率高出一
大截。在这样的巨大影响力下，
李敏镐受邀参加2014年马年春
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登上
中国春晚的韩国明星。

那么李敏镐的影响力到底
有多大呢？LG在发布会之前，
在其官方微博上发起LG代言
人猜想活动，众多李敏镐粉丝
参与其中，而这其中粉丝的一
些评论十分惹人注意“如果李
敏镐代言LG，我就把家里所有
的家电换成LG的”。可想而知，
李敏镐的大票粉丝，不仅仅只
是追在剧中的李敏镐，而是成
为了李敏镐的死忠粉。不仅如
此，李敏镐形象良好、出道八
年，在娱乐圈一直没有什么绯
闻，而他的知名度影响力也是
不可估量的。LG此次启用李敏
镐作为品牌代言人，李敏镐就

成为了LG的代名词。
LG与Samsung均是韩国家

电行业的实力企业，其代言人
的对决其实也就是两大公司的
对决。但LG仅用李敏镐一人就
艺 压 群 芳 ，造 成 巨 大 轰 动 ，
Samsung是不是也是看到了这
种效果、借韩流之势，才立即启
用了与李敏镐相抗衡的金秀贤
做代言人呢。

总之，表面上看上去是两位
男神的人气对决，其实更是两家
家电巨头的正面交战。

到底哪位代言人能够给自
己的所代言的企业带来更大的
收益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报讯 昨天上午，人大附中
恒大皇马足球学校2014年全国招生
启动仪式在广州恒大中心隆重举
行。广东省体育局、足协、学校所在
地清远市教育局、体育局及恒大相
关领导出席该活动。根据恒大集团
制定的发展战略及未来发展需要，
人大附中恒大皇马足球学校今年
面向全国男女在校生800名。

从22日开始，人大附中恒大
皇马足球学校已面向全国26个
省、自治区，4个直辖市的中、小学
校开展足球宣传工作。在宣传期
内，届时将有近四千万份招生简
章及报纸夹报广告的派送宣传，
举行多场大中型宣讲会，由校方
选派的最优秀的教师，教练以及
学校领导到重点地区进行巡回演
讲，以进行足球普及与宣传。

根据恒大集团制定的发展战

略及未来发展需要，2014年度人
大附中恒大皇马足球学校将面向
全国招收10-15岁热爱足球，具有
运动潜质及一定足球运动基础的
男女在校生800名。

记者了解到，去年恒大集团
与中国人民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就
签署了合作协议，由中国人民大
学附属中学委派基础教育专家全
面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在
2014年招生工作中，学生的文化
课测试将由人大附中专家团队进
行把关。

人大附中恒大皇马足球学校
充分发挥办学优势：文化教育与
中国人民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全方
位合作、皇马教练全权负责足球
训练、中国扶贫基金会全面救助
贫困生，在恒大集团雄厚的实力
保障下，广泛招收八个年级学生，

在学习、训练、比赛、医疗、科研、
营养、品德等多个方面培养学生。

目前，在西班牙先进足球理
念的熏陶下，经过系统的科学训
练，足校在校学生的足球水平快
速提升，得到社会和广大家长的
充分肯定。据悉，学校建立了全国
首个球探体系，并先后派遣不同
年龄的优秀球员到欧洲俱乐部青
训营培训；由恒大集团董事局主
席许家印亲自命名的狼虎队也经
常亮相于恒大俱乐部中超的主场
垫场赛，他们在去年亚冠决赛后
的庆典仪式上的精彩表演获得了
全国观众的好评。

2012年，恒大皇马足球学校
正式开学并正式招生 1 0 8 6人；
2013年新招生人数同比增长28%;

目前在校学生人数已超过2300

人，规模全球第一。

恒恒大大足足校校2233日日启启动动全全国国招招生生
培育高素质足球人才，承担社会责任

因担当为中国足球打造
“未来之星”的重任，恒大皇
马足球学校对“小英雄”的测
试非常严格。经过中方教练、
运动训练学及选材学专家、
皇马专家团队的多次研究、
探讨与测试，人大附中恒大
皇马足球学校制定了一套针
对中国儿童与青少年体质特
点的详尽、科学的选材标准。

届时，学校将对报名学
生进行速度测试、力量测试、
耐力潜质测试、协调性测试、
柔韧性测试和智力测试，层
层选拔出优秀足球苗子就读
恒大皇马足球学校。当然，因
为学生较为低龄，所以只测
体育素质及智力，不测足球
的专业能力，以求最大限度
挖掘潜质学生，扩大足球人
才数量。

同时，为了确保生源质
量，能够让真正热爱足球的
学生入读恒大皇马足球学
校，在今年的招生工作中，学
校将在校内选拔优秀的教练
组成测试团队分赴各地区招
生站，通过层层选拔，严格测
试，选择真正优秀的足球苗
子。

六项测试

挑选未来新星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恒
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提交
了《理顺青少年足球管理体制，
加快足球人才培养》的提案，建
议将教育部作为青少年足球管
理的责任部门，建立完善的青
少年足球联赛体系，兴办“新型
足校”培养优秀足球人才。

许家印指出：“新型足校”
是在完整的中小学文化教育的
基础上，增加足球专业培养，即
文化教育和足球专业培养并举
的学校。人大附中恒大皇马足
球学校就是这种新型足校的代
表，它在办学之初即确立了“振
兴中国足球，培养足球明星”的
办学目标，“文化为根、足球为
本、成才为旨”的办学理念。

据了解，学校高度重视学
生的文化学习，每天有80%以
上的时间用来上文化课，并由
全国最好的基础教育名校人大
附中派遣专家团队全权负责学
校基础文化教育。“培养有文化
底蕴的足球人和有足球特长的
文化人”是恒大皇马足球学校
办学的终极目标。

（宗禾）

文化学习
与练习足球并重

相关链接

本报联合市自来水公司邀市民全程见证自来水的“来龙去脉”

自自来来水水咋咋““炼炼””成成，，一一起起去去看看看看吧吧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王

欣) 打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
流出供市民使用，可是这些自
来水是从哪里来的呢？相信有
不少市民会对此感到好奇吧。
为解开这个谜团，本报将联合
市自来水公司于5月7日举办第
四届“市民开放日”活动，届时，
市民代表可以全程见证自来水
的“来龙去脉”。

自来水在入户之前要经历
“过五关斩六将”的严格考验，
而在这个过程中，自来水公司
就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通
过水厂的层层过滤、消毒、净
化，达到生活用水标准后，才能
被输送到市区管网，然后输送

到千家万户中。虽然说起来感
觉不复杂，但其中的过程和细
节却不简单。在市民开放日活
动当天，市民代表可以参观淄
博市重点生活水源太河水库、
引太入张供水工程的沣水净水
厂、市自来水公司水质监测中
心和客户服务中心，通过参观
体验，对市自来水公司供水服
务和水质保障措施进行全面、
深入地了解，形成一种感性的
认识，从而在体验的过程中感
受自来水的来之不易，进一步
提高市民朋友节水、爱水意识，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

如果您对自来水的“来龙
去脉”感兴趣，如果您是爱水使

者，那么欢迎您参加本次活动。
活动报名时间为5月4日至5月5

日，市民可持身份证到本报报

名 ，也 可 以 拨 打 报 名 电 话
2156723，或发送邮件至邮箱
zbgsdt@163 .com报名。

大篷车今日开进

张店城西小区

本报4月2 4日讯 (见习记者
张童 ) 25日上午，齐鲁晚报·

漱玉平民大药房大篷车活动启
动“防治骨质疏松疾病”活动，将
走进张店城西小区，为居民带来
免费测量血压、气血循环检测、
微量元素检测、颈背按摩仪体验
及骨质疏松等多种体检及咨询
服务，活动现场还将免费发放
100份《齐鲁晚报》，先到先得。

继上周大篷车活动之后，有
不少市民向本报反映，希望能够
将“防治骨质疏松”也加入到活
动中去，为社区居民带来更为实
用的健康指导。此次大篷车走进
城西小区，漱玉平民大药房的工
作人员将会结合体检结果，向居
民传授防治骨质疏松疾病的小
知识，并走进居民家中，一对一
与居民沟通交流。此外，漱玉平
民大药房还将为居民提供一些
常规的查体项目及养生知识。

漱玉平民大药房相关负责
人表示，欢迎广大市民前来参加
活动。利用此次机会，学习骨质
疏松疾病的防治知识，工作人员
会因个人体质给出健康建议。本
次活动定于本周五上午9时在张
店城西小区正式开始。

工作人员对水质进行监测。（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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