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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 21 日进行了最后两场第
二轮较量，新赛季首次亮相的曼城
顶住狼队反扑的势头，客场 3∶1 得
胜。谢菲尔德联第 12 分钟即被罚
下一人，最终 0 ∶1 败走阿斯顿维
拉。
因参加欧冠获得首轮推迟待遇

的曼城当日打了半场好球。中场核
心德布劳内接福登妙传突入禁区获

得点球并主罚命中，曼城在第 20
分钟取得领先。12分钟后，德布劳
内妙传身后，斯特林杀入禁区横传
中路，9 月初因违反防疫规定被英
格兰队驱逐的福登打空门入网，将
比分改写为 2∶0。

下半场狼队发起猛烈攻势，虽
然由希门尼斯头球扳回一分，但终
场补时阶段热苏斯带球强行杀入禁
区射门得手，为曼城将比分定格在
3∶1。

维拉主场迎战谢菲联，客队球
员伊根因拉人第 12 分钟即被红
牌罚下。以少打多的谢菲联曾拼
出点球机会，但刚刚由阿森纳转会
维拉的门将马丁内斯飞身扑点成
功，力保城门不失。第 63 分钟，维
拉利用角球机会由孔萨头球破门，
最终以 1 ∶0 拿下 3 分。上赛季以
“升班马”身份获得英超第九名的
谢菲联则在新赛季开局遭遇两连
败。

晨报记者 吴文俊

距离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还
有不到 500 天，曾经的 2008 年
北京奥运游泳场馆国家游泳中
心水立方将成为冰壶场地，这也
将是世界上首个在泳池上架设
的冰壶场馆。“水立方”变成“冰
立方”是怎么样完成的呢？
“在 2015 年申办冬奥会这

个时间点上，国资公司提出来利
用水立方原有的场馆，经过改造
为冬奥会服务。”国家游泳中心
负责人杨奇勇介绍说。于是，提
出“水转冰”方案的国家游泳中
心水立方，将在冬奥会期间成为
冰壶场馆。

场地选定后，“水冰转换”
工程便可以开展了，这个工程不
是把水池直接冻成冰，而是涉及
整个场馆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首
先需要放空池水，在泳池里建造
可拆卸的钢结构，然后在钢结构
上覆盖，混凝土板、保温层、防水

层、制冰设备，来合力保障赛道
符合比赛要求。而完成一次“水
冰转换”大概需要整整三周时
间。
单有场地还不够，相比于原

来的游泳场馆高温高湿的环境，
冰壶比赛对环境的要求完全相
反，需要低温低湿的环境。因此，
水立方变身冰立方需要从场地结
构、温度、湿度、照明等多方向改
变，这也是设计工程团队科研攻
关的重点。冰立方还需要打造出
符合冬奥冰壶赛事标准的转换基
础、制冰系统、除湿系统、空调系
统、体育照明系统和控制系统。
当然，“冰立方”已经经过了

实战考验。2019年底，水立方首
次完成“水冰转换”，转换后的冰
立方成功举办了国际青少年冰壶
赛。未来这座场馆可以自由在水
冰之间切换，既可以承办冰壶比
赛，也可以承办游泳和跳水等比
赛。同时场馆还会围绕冰雪体验、
旅游和服务等主题进行升级。

晨报记者 王 嫣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ATP1000
罗马大师赛男单决赛，世界排名第
一的德约科维奇 7∶5、6∶3 战胜施瓦
茨曼，拿下个人第 36 个大师赛冠
军，超越纳达尔在大师赛冠军数上
独居历史第一。至此，德约也保持
了 2020 赛季完赛情况下的全胜纪
录，世界第一的周数也将至少达到
293 周，已经超越前辈桑普拉斯的
286 周，距离费德勒的纪录还差 17
周。

赢得本赛季的第 4 个冠军之
后，德约说：“这是美好的一周，也

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周，我的状态
还没达到最佳。但我认为整个星
期，每每在最关键的时刻，我都打
出了自己最好的水平。第五次赢得
罗马大师赛的冠军，这绝对让我感
到非常满意，我也为自己感到骄
傲，尤其在我最需要一个冠军的时
刻。”两周前的美网，德约科维奇在
死球状态下不理智地将球击中了
司线，被取消参赛资格，错过了一
个大满贯。在法网开赛之前，他绝
对需要一个冠军来自我激励，尤其
是法网最大对手纳达尔在罗马输
给施瓦茨曼、而施瓦茨曼输给了自
己的情况下。

正如之前官宣的那样，法网将
于 9月 27 日开始正赛。而且疫情
之下，法网组委会还允许每天有
11500 位观众进入现场。其中中央
球场菲利普·夏蒂埃和苏珊·郎格伦
球场将分别容许 5000 人入内，西
蒙娜·马蒂厄球场限制人数 1500
名，三片球场分别隔开，其他区域则
不允许球迷入内。
此外，法网对运动员的管理依

然比较严格，分派在两家官方酒店，
且必须在抵达巴黎后立即进行新冠
检测，并在 72 小时后接受第二次
检测。比赛开始后，球员每隔 5天还
要再检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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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孙俊毅

本周三被列入中国体育彩
票足球竞彩项目的赛事包括欧
冠、美职足等。

周三 021 欧冠 24 日 03:00
根特 VS 基辅迪纳摩

根特在上周末的比甲联赛
中客场 1 比 0 小胜穆斯克龙，取
得新赛季联赛客场的首胜。基辅
迪纳摩上周末联赛主场 3 比 1
击败利沃夫，不过球队的胜利并
不轻松，最后时刻他们才凭借对
手少一人的机会连入两球拿下
比赛。
竞彩让球推荐：
根特（-1）VS 基辅迪纳摩 负

周三 022 欧冠 24 日 03:00
奥林匹亚科斯 VS 奥莫尼亚

两支球队在今年 7 月底的
时候进行过一场友谊赛，当时奥
林匹亚科斯主场 3比 0取胜。上
周末的希腊联赛，奥林匹亚科斯
3比 0轻松击败特里波利海星取
得开门红。奥莫尼亚之前已经打
了三轮预选赛，先后淘汰亚美尼
亚球队亚拉腊、波兰球队华沙军

团和塞尔维亚豪门贝尔格莱德红
星，也算是这个阶段的黑马之一。
上周末的塞浦路斯联赛，他们主
场 2比 1 力克豪门球队AEK 拉
纳卡，取得主场连胜，而新赛季两
线的 4 个客场比赛，他们全部与
对手战平。
竞彩让球推荐：
奥林匹亚科斯（-1）VS 奥莫尼亚
胜/平

周三 027 美职足 24 日 07:30
哥伦布机员 VS 明尼苏达联
哥伦布机员上周末联赛主场

2比 0 轻取纳什维尔，拿到近 4
轮联赛中的第 3 场胜利，继续在
美职联积分榜上领跑。明尼苏达
联上周末做客 2 比 2 战平休斯
顿迪纳摩，中场格里古斯染红离
场，本轮将停赛。
竞彩胜平负推荐：
哥伦布机员 VS 明尼苏达联 胜

上港一球小胜永昌，穆伊第一次首发就踢满全场

继续小组领跑 为第二阶段早做准备

冬奥会水立方泳池将变冰壶场

奥林匹亚科斯主场争胜

曼城客场胜狼 谢菲联不敌维拉

德约罗马夺冠 或成法网最大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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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俞 炯

昨晚，在中超第一阶段B组第
12轮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领头羊上
海上港凭借胡尔克的点球，1∶0 小胜
石家庄永昌。在下一轮（本周五）和
北京国安的榜首大战之前，上港队继
续有着比小组第二多4分的优势。

经过了上一场足协杯的轮换，
上港队主教练佩雷拉终于排出了一

个球队的最强阵容，包括新加盟球
队的外援穆伊第一次进入了首发。
门将颜骏凌；左右边后卫王燊超和
傅欢，石柯和U23 球员魏震搭档中
卫；中场奥斯卡、穆伊和防守能力极
强的杨世元；锋线上阿瑙托维奇出
任中锋，左右边锋分别是吕文君和
胡尔克。

这样的一个阵容，也很可能就
是上港队第二阶段争冠组比赛中的

主打。所以，尽管上半场 0∶0 战平，
但上港队中超第一阶段以来第一次
没有在中场休息时换人。佩雷拉用
这套首发阵容一起踢了 60 分钟，
随后才做出调整。另外，穆伊虽然上
一场足协杯踢了整个下半场，但本
场比赛依旧是踢满全场，可见上港
队希望他能够尽快找到自己的最佳
状态。上港队的这些安排都是在保
证拿下这场比赛的情况下，为第二

阶段争冠组的比赛早做准备。
和石家庄永昌的这场比赛，上

港队的这套阵容还在进一步磨合，
所以比赛的僵局直到第 71 分钟才
被打破。而且靠的是对手在防守角
球时禁区内的手球，胡尔克点射得
分。当然，上港队最终小胜也和这
场比赛阿瑙托维奇的射门感觉不佳
有关，他上下半场都错过了几次非
常好的直接面对门将的机会。

石家庄永昌在输给上港队之
后，已经跌落到了第五，重庆当代和
河北华夏幸福挤进了小组前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