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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吴文俊

北京时间昨天中午 12 时，2020
全球总决赛决赛现场免费观赛资格
正式公布，6312 名幸运观众将会收
到赛事方短信通知，也可以前往官方
赛事官网 lpl.qq.com 查询个人摇号
结果。

本次 2020 全球总决赛决赛现场
观赛资格采取登记摇号形式，免费发
放给英雄联盟玩家。自 10月 12日 12

时开放登记至 10 月 14 日 23 时 59
分结束，共有 3205750 人完成登记，
而由于场地和防疫要求，本次开放观
赛名额仅为 6312名。
10月 15日下午，赛事方在上海

市静安公证处的监督下，使用拳头游
戏独立开发并经过司法鉴定的摇号程
序，对 2020 全球总决赛决赛现场免
费观赛名额进行了摇号，完整摇号过
程录像已经由赛事官微“英雄联盟赛
事”发布进行公示。经过后续数据校

验，有两名召唤师的资料填写存在明
显错误，无法验证个人信息。根据规
则，取消信息不正确的观赛资格，候补
名单中排名顺序优先的两名召唤师将
根据规则候补到观赛资格玩家名单
中。
10月 16日中午 12点起，赛事方

会发送确认短信给获得观赛名额的召
唤师。同时也提醒广大召唤师：

1. 官方资格确认短信中不会携
带任何网络链接，也不会在短信中要

求任何个人信息，请勿点击任何可疑
链接，以免被不法分子盗取个人信
息；

2. 收到短信的召唤师可前往官
方赛事官网 lpl.qq.com 查询自己的
摇号结果，或直接登陆猫眼 APP 用
手机登陆支付保证金及确认观赛资
格。

3. 获得决赛观赛资格的玩家，需
在 24 小时内用预留手机号登陆猫眼
APP，进行观赛资格确认、交纳保证金

并选择观赛区域，同一区域内的座位
按交纳保证金顺序，从优自动分配。玩
家可在 30分钟后进入“我的-演出
票-票夹”内查看座位号。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网络上曾有

传言，决赛现场票已经被黄牛炒至三
万元天价。对此英雄联盟官方工作人
员回应，网传黄牛票都是虚假信息，摇
号观赛资格是免费的，一对一且不可
转赠，此次观众进场为史上最严格，需
要通过身份证、人脸识别等多次验证。

晨报记者 孙俊毅

10 月 15 日，胜负彩第
20043 期开奖结果出炉。全国开
出 38 注一等奖，每注奖金
345398 元；上海命中 1 注一等
奖，出自闵行区莘潭路 31 号的
售彩网点，该网点同时还中出
12 注二等奖，每注奖金 3655
元。

胜负彩第 20043 期的 14 场
比赛全部来自欧国联赛场，包括
英格兰 VS 丹麦、意大利 VS 荷
兰、克罗地亚VS法国等比赛。
体彩中心公布的冷门排行榜

显示，英格兰主场 0比 1不敌丹
麦，成为本期第一大冷门，猜负的
比例仅为 8.31%，猜胜比例为
68.98%。俄罗斯 0比 0 战平匈牙
利，位列冷门排行榜第二名，猜平
比例为 17.29%，猜胜为 73.1%。
土耳其 2比 2战平塞尔维亚列冷
门排序第三，猜平比例 29.47%，
猜胜比例 45.65%。苏格兰 1 比 0
击败捷克成为本期第四冷门，猜
胜比例 29.63%。
据统计，本期胜负彩一等奖

全国开出 38 注，单注奖金
345398 元，二等奖开出 1539
注，每注奖金 3655 元；任九开
4843注，每注奖金 2427元。

记者从上海市体彩中心获
悉，本期 14 场胜负彩，上海命中
1 注一等奖和 58 注二等奖。任 9
方面，上海共中出 215注。
据记者了解，上海的这注一

等奖出自闵行区莘潭路 31 号的
售彩网点，该网点同时还命中 12
注二等奖，因此本期 14 场胜负
彩，该网点中出的一、二等奖总奖
金近 39万元。

随着本周中国际比赛日结
束，本周末的胜负彩第 20044 期
将回归英超、意甲、西甲、德甲等
欧洲联赛。

晨报记者 甘 慧

10 月 18日，申花就将开启联赛
第二阶段的征程，首轮淘汰赛就是非
常刺激的申城德比。上港有着非常强
的攻击力，第一阶段打入 26 球，场均
的进球数接近两球，因此对申花的防
线无疑是严峻的考验。在德比大战即
将来临前，曾诚接受了晨报记者的专
访。在他看来，两回合的比赛，还是一
切皆有可能的。

记者： 第一阶段的比赛， 你守了
12 场比赛，只丢了 9 球。还有一个更
为重要的数据是，你 7 次零封对手，是
零封对手最多的门将。 外界认为你是
申花晋级争冠组的最大功臣之一，你
自己如何评价第一阶段的表现？满分
100 的话，觉得能打多少分？

曾诚：能完成这样一个数据，这并
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离不开场
上所有人的付出。防守并不仅仅是后
场的几个队员，主教练的战术对于中
前场的回防要求很高，所以这个防守
是从中前场就开始做起的。小曹（曹
定）等队员在中前场的带动作用，
后场冯潇霆、姆比亚还有小朱（朱辰
杰）等。至于打分的话，我觉得还是留
给球迷吧。

记者：今年申花和以往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后防线变得稳固了， 像朱辰杰、
温家宝这样的年轻球员在后防线上也

得到了很多的比赛机会。作为他们的老
大哥，你如何看待他们的表现和发展？

曾诚：今年我们小朱（朱辰杰）和
家宝（温家宝）出场时间挺长的，他们
在场上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展现
了自己的能力和实力。不只是他们两
个，队里还有其他的年轻队员，比如租
借在外面的周俊辰、刘若钒等，他们也
在这种高密度的比赛中得到了锻炼机
会。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么好的平台以
及关键比赛中，能够延续他们的良好
表现，去帮助到团队，同时作为个人来

说能够更快地成长。作为我们这些比
赛经历相对更多的队员，也会在场上
跟他们多沟通，多呼应，去更好地完成
这个位置的职责，去更快地提高。

记者：马上就要迎来第二阶段的
比赛了。第一阶段长达两个多月的封
闭比赛后，大家身体和心理上都比较
疲劳，经过一个短暂的休息之后，目前
身体情况怎么样？

曾诚：今年确实赛制比较特殊。经
过了第一阶段，我们有了一个调整期，
放了几天假，使我们可以尽快恢复，从
而能够更好地迎接第二阶段的比赛。
我相信通过这一阶段的调整，大家也
都准备好了。

记者：第二阶段的首轮淘汰赛就
是与上港的同城德比。从整体实力看，
申花处于下风，你怎么看跟上港的两
回合对决？上港这个对手你很熟悉了，
当年也是恒大的主要夺冠竞争对手。
对阵他们，你有什么心得吗？

曾诚：上港确实一直是一支比较
有实力的球队，但是我相信我们也是
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虽然外界觉得我

们处于下风，但是我们自己还是很有
信心的。今年我们也引进了很多球员，
这些球员在之前的比赛中跟上港有很
多交锋。在大家团结一心，全力以赴的
态度下，我相信接下去的两场德比会
是非常精彩的比赛。两个回合的比赛，
一切还是皆有可能的。

记者：接下去的两场德比，将会有
很多申花球迷到现场为球队加油。第
一阶段的时候， 也有不少球迷特意赶
到大连。是不是球迷的支持，也给了队
员很大的动力，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

曾诚：很感谢球迷朋友特地赶过来
给我们加油，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和帮
助。跟鲁能的那场比赛，我们最后时刻
扳平，离不开球迷一直呐喊。希望疫情
早日过去，我们能够早日在一起共同战
斗。就像第一阶段我们跟鲁能赛后我发
的微博里写的：今天也是我们的比赛
第一次向球迷开放，能见到你们真好！
在这里特别感谢到场的每一位呐喊助
威的球迷朋友们，同时也感谢所有通
过屏幕给我们加油打气的球迷朋友
们，相信在疫情逐渐好转之后，我们能
与大家更近一步，并肩作战。

S10决赛门票抽签公布，英雄联盟官方提醒：

勿信黄牛，观赛资格一对一不可转赠

申花门将曾诚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两回合德比，一切皆有可能
胜负彩全国开出
38注一等奖
上海一网点中出

1注一等奖、12注二等奖

●

中超争冠组首回合打响

恒大逆转华夏
晨报记者 俞 炯

昨天，中超第二阶段赛事全面展
开。在争冠组首场比赛中，卫冕冠军广
州恒大 3∶1 力克河北华夏幸福。

本场比赛，华夏幸福的进攻核心
高拉特因回避条款缺战；防线上的主
力张呈栋则因伤缺阵。不过，赛前不被
看好的华夏幸福却率先取得进球。第
38分钟，华夏幸福高中锋马尔康接长
传球头球摆渡，尹鸿博禁区外远射世
界波破门。下半场，恒大一口气连换四
名球员，韦世豪、费南多、吴少聪和徐
新一起上场，意图加强进攻。而华夏幸
福的后防线没能顶住对方的猛攻，多次
出现漏人，恒大小将吴少聪，艾克森和
韦世豪相继破门，帮助球队完成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