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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俞 炯

在昨晚的亚冠H组一场比赛中，
上海上港凭借本土中锋李圣龙的头球
梅开二度，2：1 逆转战胜了小组中第
一个对手悉尼 FC。

虽然奥斯卡赛前自己发微博表示
能够复出，但最终他没有进入这场比
赛的大名单。上港队用吕文君顶替了
奥斯卡，澳大利亚国脚穆伊在中场组
织，后腰杨世元更多承担防守的任务。

前锋线上，胡尔克、洛佩斯首发，
李圣龙出任中锋。应该说，主教练佩雷
拉排出了一个偏进攻的阵容。

悉尼 FC则明显研究了上港队的
特点，针对四后卫阵型时左后卫王燊
超压上助攻频繁的特点，专门在由守
转攻的时候打上港队的边路身后空
档。这个战术在上半场一开始就收到
了很好的效果。
如果不是巴巴罗塞斯一对一面对

门将的射门打偏，他们在第 4 分钟就
能取得进球。第 8 分钟，还是如法炮
制的悉尼 FC迎来了进球，这次布哈
贾尔把握住了机会。
主帅佩雷拉发现问题后作出了改

变，将阵型调整为 532。在增加了一名
后卫球员后，终于稳定住了场上的局
面，并且开始能够组织起一些进攻来
威胁悉尼 FC的球门。尤其是上半场
最后阶段，上港队几乎是围攻对方球
门，但就是缺一个扳平比分的进球。
下半场，上港队用于海换下傅欢，

买提江换下吕文君，又打回了四后卫的
433阵型。在悉尼FC体能下降的情况
下，上港队渐渐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
并且终于在第63分钟扳平比分。穆伊
精准的右路传中找到了禁区内的队友，

李圣龙在中路鱼跃冲顶破门。
第 79 分钟，李圣龙的头球功力

再度爆发，梅开二度的他帮助上港队
反超了比分。

最后 15 分钟，上港队还出人意
料地用陈彬彬和雷文杰这两位小将换
下了两位巴西前锋胡尔克和洛佩斯，
算上留在场上的李圣龙，球队前锋线
第一次出现了“本土三叉戟”。
第 85 分钟，在林创益换下本场

比赛表现最为出色的穆伊之后，上港
队用全华班坚持到全场比赛结束。

昨晚的亚冠赛场，上港队一球落
后的情况下，站出来进球的并不是胡

尔克、洛佩斯这样的外援前锋，而是球
队中的本土中锋李圣龙。

这场和悉尼 FC的比赛，胡尔克
一个人蛮干的次数大幅度减少，他主
动和队友寻求配合，没有成为上港队
的主攻点；洛佩斯虽然在左边路拿球
的机会不少，但状态不佳。
这个时候李圣龙挺身而出承担起

了为上港队攻城拔寨的重任。两个标
准的中锋式头球破门，为球队取得了
今年亚冠小组赛的开门红。除了进球，
他在前场的积极反抢，也为球队的前
场压迫式踢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援。李
圣龙自己还当选了亚足联官方评选的
本场最佳球员。
赛后在谈到自己的表现和进球时，

李圣龙还是一如既往地低调，“我觉得

还是团队的功劳吧。我们结束了联赛过
来，在联赛之中没能拿到想要的成绩，
只是第四名，信心也有点受损。今天这
场比赛，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下，我们团
队一直咬住了，连扳两球。这不是我进
的两个球，而是团队一起进的。这场球
的关键是我们找回了自信。”
“我觉得，一开始我们还是有些

松懈，被对方先进了一球，但我们很快
调整过来。”李圣龙还说道：“我们要
相信自己，因为我们有一群很好的球
员，虽然我们球队的重要球员奥斯卡
和颜骏凌都缺阵，但大家始终相信，不
是什么对手都可以轻易战胜我们。”
上港队第二场小组赛是北京时间

本周日晚上 9 点对阵韩国本赛季双
冠王全北现代。

江浙彩民大四喜
拿奖拿到手软

晨报记者 孙俊毅

11 月 18 日晚，体彩大乐透
第 20116 期开奖，开奖号码为前
区 08、10、12、16、22，后区 03、
09。

江浙两省最近拿奖拿到手
软，大乐透不约而同地连中四期
一等奖，实现大四喜，江苏更是在
这四期的开奖中，一举拿下了 10
注一等奖！

据统计，大乐透第 20116 期
全国开出 7 注一等奖，其中 2 注
为 1197万元（含 532万余元追
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5注为
665万余元基本投注一等奖。
本期江浙两省再成大乐透福

地。江苏擒下 3注一等奖，包括 1
注出自苏州的 1197 万元追加投
注一等奖和 2 注出自常州、盐城
的基本投注一等奖。

苏州的中奖彩票是一张 7＋
2 复式追加票，单票擒奖 1200 万
元。常州中奖的是一张 1 注号
码、2元投入的单式票。盐城中奖
的是一张 5注号码、10 元投入的
单式票。

从 11 月 11 日至今开奖的
四期大乐透，江苏总共中出了 10
注一等奖，而且这四期每期都有
命中。具体分布：11 月 11 日扬州
中 1注；11月 14日无锡中 1注；
11 月 16 日淮安独中 5注；11 月
18日苏州、常州、盐城各中 1注，
总计 10注。
浙江也不甘下风。杭州中出

1注 665 万元基本一等奖，中奖
彩票是一张 2 注号码、4 元投入
的单式票。这同样让浙江连续命
中大乐透头奖的期数达到四期，
总计 5注。具体如下：11 月 11 日
宁波、温州各 1注；11 月 14 日、
16 日、18 日每期杭州各中 1 注。
今年大乐透在浙江诞生的百万大
奖已达 103注。

上海彩民本期又无缘一等
奖，命中 5 注二等奖，单注奖金
16.65 万余元。其中 1注浦东和 1
注松江的二等奖采用了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 13.32 万余元，
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29.98
万元。
江浙实现大四喜的这四期大

乐透中，沪上彩民没有命中 1 注
一等奖，上次申城中出大乐透一
等奖还是一个月前的 10 月 19
日。
本期开奖结束后，奖池方面，

6.61 亿元滚存至 11 月 21 日（周
六）开奖的第 20117 期。
羡慕之余，沪上彩民更要加

油啦！

据新华社东京 11 月 19 日电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18 日结束
了对日本的访问，在东京的 72 个小
时里，他针对明年的奥运会反复强调
了以下三条清晰的原则：
第一，奥运会肯定会如期开幕；第

二，奥运会肯定不会空场进行；第三，
鼓励运动员使用疫苗，但绝不强制，疫
苗不是举办奥运会的先决条件。
这三条原则为东京奥运会的举办

定下了基调，也让奥运会怀疑论者打
消了最后的疑虑。奥运会也从“办不
办，能否如期办”的阶段，跨越到“如
何办”的细节筹备阶段。
由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和

地区正遭受新一波疫情的打击，巴赫
出访东京并向全世界传达奥运会如期
举办的信息，需要很大的勇气，彰显了
奥林匹克精神在关键时刻让人类团结
在一起的重要性，也强调了他本人提
出的“体育本身就是最好的防疫措施

之一”的理念。
当然，巴赫这次不断被推迟的访

问，更标志着奥运会自 3月底被推迟
以来，在近 8个月时间里，国际奥委会
和东道主之间，东道主内部机构和组
织之间，甚至各国奥委会和单项体育
组织之间博弈的结束，说明大家都已
经抛弃分歧，最终达成了默契和妥协。
首先，日本内部达成了一致。奥运

会被推迟后，日本内部、东京奥组委内
部经常出现不同的声音，甚至连一位
奥组委副主席都公开发出“奥运会可
能被取消”的言论，日本民众对奥运
会的支持率也大幅度下降。

菅义伟 9 月份上台后，统一了内
部的意见，宣布举办奥运会是本届政
府的“头号大事”，由中央政府牵头，
东京都政府和东京奥组委专业人士组
成三方防疫委员会之后通力合作，赶
在巴赫来访前两天，结束计划中的 5
次防疫会议，就奥运会的防疫措施达
成了基本框架。

其次，东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
之间达成了一致。东京奥组委曾在奥
运会推迟造成的额外费用支付等多方
面与国际奥委会产生分歧，但最终双
方就奥运会简化方案达成了协议，国
际奥委会在简化方面做出了很大妥
协，即使东京奥组委为了节省开支，砍
掉国际奥委会委员茶点饮料这一维持
了数十年的奥运惯例，国际奥委会都
表达了支持，尽管在奥运会的庞大支
出中，这点花费只是毛毛雨。
第三，东京奥组委与单项协会方

面达成了一致。10 月初，世界田联主
席塞巴斯蒂安·科成为疫情发生以来，
第一位访问东京的国际体育组织主
席。之后，东道主为奥运会水上中心举
行了隆重的开启仪式，这里将是奥运
会游泳和跳水比赛的场馆。紧接着在
日本籍国际体联主席渡边守成的斡旋
下，名为“友谊和团结体操赛”的四国
邀请赛在东京顺利举行，中美俄三大
国的体操选手聚集到东京，称得上东

京奥组委在筹备奥运会之路上的一大
胜利，为疫情下举办奥运会提供了一
个成功的模板。

田径、游泳和体操是奥运会最重
要、金牌数最多的三个项目，搞定这三
个大项，也就稳住了奥运会的基本盘。

第四，国际奥委会、各国（地区）
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之间达成了一
致。东京奥运会被推迟的最直接原因，
是由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奥委会关键
时刻发表的抵制声明。巴赫和东京奥
组委主席森喜朗不久前向各国和地区
奥运会代表团团长发表讲话，达到了
团结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作用。
因此，巴赫是在内外条件都已经

理顺的情况下，踏上访日之旅的，他宣
布的三条原则，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只
不过 8个月中的艰苦谈判，很少能有
人知道。尽管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 8
个多月，整个世界还面临很大的不确
定性，但当他的包机飞离日本，巴赫终
于可以在东京上空松口气了。

“土炮”李圣龙头球梅开二度，上港队亚冠首战逆转拿下悉尼 FC

“不是什么对手都能轻易战胜我们”

巴赫访日信号清晰，强调三条原则

东京奥运会肯定会如期开幕

●

昨日，上海上港队球员李圣龙（右）在进球后接受祝贺。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