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记者 甘 慧

亚冠小组赛 F 组两轮比赛过

后，蔚山现代和东京 FC同积 4分，

暂列前两名，申花拿到 3 分排名第

三，珀斯光荣两战皆败垫底。在 3∶1

不敌蔚山现代后，接下去与东京

FC背靠背的两场比赛，将是决定

申花能否小组出线的关键之战。

此前与蔚山现代的比赛，主教

练崔康熙首发派上 5名 U21 队员，

他的战略意图已相当明显。在三天

一场比赛的情况下，面对小组实力

最强的蔚山现代，崔康熙不想让队

伍消耗太大。赛后，崔康熙也说道，

“我很了解蔚山现代，他们有很多

能力很强的队员。我们原本想利用

年轻球员的体能和机动性熬过上半

场，到下半场去跟对方决胜，但是没

有按照我们的想法展开，这很遗

憾。”崔康熙还说，“我们下半场踢

的队员很可能在下一场比赛首发，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去轮换。”

申花现有的最强阵容，面对东

京 FC能有几成把握呢？尽管近阶

段东京 FC 的战绩并不是理想，最

近 7场比赛 1胜 1平 5负。不过从

两队的整体实力来看，申花要在两

回合的比赛中力压对手，从而占据

出线主动，并不容易。

东京 FC进攻端拥有上赛季打

入 14 球获得联赛银靴的奥利韦

拉，他与永井谦佑组成的锋线组合

极具威力。新援莱安德罗和阿代尔

顿状态火热，本赛季已经联手打入

22 粒进球。东京 FC 攻击点比较

多，申花防守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

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右脚第五

中脚骨骨折的队长东庆梧经过一段

时间的康复之后已无大碍，有望在

近期伤愈复出。作为球队中前场串

联组织的关键队员，东庆梧的复出

无疑将使球队如虎添翼。

不过东京 FC的防守端目前遇

到了一定的问题，本赛季 J联赛的

32场比赛丢 42 球。今年夏季转会

窗口，主力中场桥本拳人转会俄超，

右后卫室屋成加盟德乙，两人的离

队对球队的防守体系影响非常大。

另据球队官方消息，一号门将林彰

洋在日前的训练中受伤，被诊断为

前十字韧带和半月板损伤，需要伤

停一段时间，将缺席亚冠联赛，这让

本就不稳固的防线雪上加霜。

考虑到东京 FC在与蔚山现代

的首回合比赛中 1∶1 战平，申花想

要在小组中力压东京 FC，就要力

争在接下去与对方两回合的比赛中

至少一胜一平拿到 4分。而据崔康

熙透露，金信煜和莫雷诺下一轮比

赛上场仍有一定难度，在进攻端外

援因伤缺阵的情况下，申花要战胜

东京 FC难度不小。

亚冠小?赛 F?

11 月 24 日 18:00

东京 FC VS 上海申花

11 月 27 日 21:00

上海申花 VS 东京 FC

新华社郑州 11 月 22 日电

2020 国际乒联总决赛男单

决赛 22 日上演，马龙 4∶1 战胜樊

振东，第六次获得国际乒联总决

赛男单冠军。

这是在一个多月里樊振东和

马龙第三次在大赛决赛中相遇，

前两次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和男

子世界杯都是樊振东以 4 ∶3 获

胜，今天的比赛可谓马龙的“复仇

之战”。

首局双方便打得十分胶着，

马龙以13∶11 拿下。第二局，马龙

状态更佳，一度以 8∶3 领先，随后

樊振东将比分追至 7∶9，关键时刻

马龙连得 2分，以 11∶7 赢得第二

局。

第三局，樊振东在 3∶6 落后时

叫了暂停，休息之后连续追分，并

以 10∶8 获得局点，但马龙顶住了

压力，连赢 4 分，以 12∶10 赢下第

三局。

第四局，樊振东在 6∶6 之后连

续得分，并以 11∶9 拿下。第五局，

樊振东一直处于追分状态，马龙

则稳扎稳打，以 10∶7 拿到赛点，

虽然樊振东挽救了一个赛点，但

紧接着反手击球下网，马龙以 11∶

8 赢下比赛。

“比分虽然是 4∶1，但每局都

非常累，我觉得樊振东也非常累，

因为彼此都在限制对手，比较费

脑子，我今天赢在关键球处理得

比较好。”马龙说，“最近两次同

樊振东的比赛都打满了 7 局，输

球很可惜，我非常渴望能够拿到

冠军，也非常荣幸能够战胜世界

第一。”

在两人的晋级决赛之路上，

樊振东先后击败韩国选手郑荣

植、巴西选手卡尔德拉诺和韩国

选手张禹珍，马龙则战胜了德国

选手弗朗西斯卡、瑞典选手法尔

克以及队友许昕。

新华社郑州 11 月 22 日电

2020 国际乒联总决赛 22 日

落幕，在女单决赛中，陈梦以 4∶1

战胜队友王曼昱，连续四年获得

国际乒联总决赛女单冠军，创造

了该项赛事的纪录。

陈梦和王曼昱是国际赛场上

的老对手，陈梦保持着 11 胜 4 负

的优势。首局，陈梦进入状态较

快，以 10∶5 拿到局点，但王曼昱

并未放弃，连追 4 分，关键时刻，

陈梦把握住机会，拿下 1 分，以

11∶9 赢下首局。第二局，王曼昱一

度 7∶3 领先，但陈梦突然发力，连

得 6分，反超比分，王曼昱顶住压

力将比分扳为 9∶9，并最终以 13∶

11 获胜。第三局，陈梦以 4∶0 开

局，王曼昱一直在追分，直至 9∶9，

接下来双方比分交替上升，三次

打平，最终陈梦以 14∶12 拿下这

一局。

第四局，陈梦在中后程占据

优势，她在 9∶8 后连得两分拿下该

局。第五局，王曼昱状态不佳，陈

梦以 5∶0开局，并迅速打到10∶1，

尽管王曼昱尽全力反击，但差距

太大，陈梦最终以11∶5拿下比赛。

“能赢下比赛很开心，前三局

打得很胶着，2∶1 领先为我在自信

心上奠定了一定基础。”陈梦在赛

后说，“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在

国际乒联和中国乒协的努力下，

赛事能够重启，我真的很开心，也

很珍惜。（重启后的）这两项赛

事，结果对我来说比较完美，希望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够继续完

美。”

在本次国际乒联总决赛上，

陈梦先后战胜日本选手加藤美

优、德国选手索尔佳和队友孙颖

莎，与王曼昱会师决赛。王曼昱则

在晋级之路上击败了日本选手佐

藤瞳、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和日

本悍将伊藤美诚。

晨报记者 孙俊毅

本周一被列入中国体育彩票

足球竞彩项目的赛事包括英超、西

甲等。

周一 001 英超 24 日 01:30

?恩利 VS 水晶宫

伯恩利在前 7 轮英超中成绩

为2平 5负，仅拿到2分，其中 3

个主场比赛全部失利、一球未进、净

丢5球。爱尔兰中场布拉迪在国家

队比赛中受伤，将无缘本场联赛。水

晶宫过去 3 轮联赛 2 胜 1 负，最

近击败两支升班马富勒姆和利兹

联后，排名升至第 8，球队中场米

利沃耶维奇还在停赛期。鉴于伯恩

利本赛季的糟糕表现，很难指望他

们能有超常发挥。

竞彩胜平负推荐：

伯恩利 VS 水晶宫 负/平

周一 007 英超 24 日 04:00

狼队 VS 南安普顿

狼队在客场 0 比 1 输给了莱

切斯特城，尝到了近 5轮联赛的首

败，失利之前的 4轮联赛取得 3胜

1平。南安普顿过去6轮联赛5胜1

平，是英超近期状态最好的球队之

一；主力射手丹尼·英斯还在养伤；后

卫伯特兰、中场斯莫尔本和迪亚洛

的伤势也已经基本没太大影响。

竞彩让球推荐：

狼队（-1）VS 南安普顿 负

周一 008 西甲 24 日 04:00

毕尔巴鄂 VS 贝蒂斯

两队在本赛季西甲联赛都还

没有拿到过平局，毕尔巴鄂竞技前

8轮 3胜 5负，皇家贝蒂斯前 9轮

4胜 5负。毕尔巴鄂此前在主场取

得两连胜，而贝蒂斯则刚刚在客场

遭遇两连败。毕尔巴鄂后卫德马托

斯因近日新冠检测阳性将缺席本

场比赛。贝蒂斯中卫曼迪因上轮的

红牌停赛。

竞彩胜平负推荐：

毕尔巴鄂 VS 贝蒂斯 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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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列小组第三 接下来与东京 FC连战两场

背靠背至关重要 申花需抢占主动权

 [国际乒联总决赛]

?龙荣膺男单“六冠王”

陈梦夺得女单四连冠

马龙陈梦

南安普顿客场不败

晨报记者 黄宇龙

一根小小的跳绳，如何在参赛

者手中呈现出变幻莫测的花样？

11月 21 日，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

动会“华新杯”花样跳绳总决赛在

青浦区体育文化活动中心火热进

行，来自上海各区的近 200 余名

跳绳爱好者齐聚一堂，以“绳”会

友，掀起了申城花样跳绳运动的新

高潮。

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上海

市各区、学校单位、社会团体的 17

支队伍共计 200 余人参赛。总决

赛共设置 8 人集体绳操、10 人长

绳绕“8”字两个项目，并根据年

龄划分为儿童组、少年组和青年组

三个组别。

全国首个率先普及花样跳绳

的乡镇———“跳绳小镇”华新镇也

在推动本村镇体育发展的同时，带

动了更多人参与跳绳运动，加快了

申城全民健身运动前进的步伐。

自 2010 年起，华新镇就在上

海市郊乡镇中率先推广起了花样

跳绳运动。多年来，无论是镇级花

样跳绳锦标赛、谁是绳王争霸赛，

还是上海市跳绳精英赛，其影响

力、覆盖面和知名度都在不断升

级。

市民运动会再掀花样跳绳热潮

晨报记者 俞 炯

在周日晚上结束的亚冠 H

组的一场比赛中，凭借吕文君和

胡尔克的进球，上海上港 2 ∶1 拿

下韩国双冠王全北现代，取得两

连胜。球队的第三场小组赛是

11 月 25 日（周三 ）晚上 9 点，对

阵上赛季日本 J 联赛冠军横滨

水手。

上港亚冠取得两连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