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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场巴甲全部打出客胜
上海命中 19注
胜负彩一等奖

晨报记者 孙俊毅

7 月 19 日，胜负彩第
21079 期开奖，记者从浦东新
园 路 98 弄 65 号 的 体 彩
12763 网点获悉，该网点命中
1注一等奖及 10注二等奖，单
票揽入奖金 35106 元。

胜负彩第 21079 期的 14
场比赛包括 4 场瑞典超、6 场
挪超、3场巴甲，以及 1场金杯
赛。

挪超赛场仅克里斯蒂安
松及斯特罗姆加斯特打出正
路，利勒斯特 1 比 1 逼平莫尔
德、布兰 1 比 1 打平姆延达
伦、特罗姆瑟 1 比 3 不敌罗森
博格、海于格松 3 比 1 击败瓦
勒伦加。瑞典超赛场，赫根与
哈马比打出客胜，索尔纳及哥
德堡主场过关。巴甲 3场比赛
全部打出客胜，其中帕梅拉斯
与弗拉门戈均完胜各自对手，
而库亚巴则通过 89 分钟的绝
杀艰难拿下 3 分。金杯赛方
面，美国 1比 0击败加拿大。

7 月 19 日，胜负彩第
21079 期开奖结果揭晓。本期
14场头奖开出 337注，每注奖
金 2.88 万元，二等奖开出
6698 注，每注奖金 622 元；任
九头奖开出 27735 注，每注奖
金 323元。

记者从上海体彩中心获
悉，本期上海命中一等奖 19
注，二等奖 346注，任九头奖
1538注。浦东新园路98弄 65
号的体彩12763网点这张命中
一等奖的投注单显示，购彩者
进行了复式投注，其中 4场比
赛单选，10场比赛进行了双选。
总共命中 1注一等奖，10 注二
等奖，总奖金额为35106元。

新华社伦敦 7 月 18 日电

七届车手总冠军汉密尔顿 18
日在第一圈“撞走”维斯塔潘、被罚
10秒的情况下，最后时刻超越法拉
利车手勒克莱尔，夺得一级方程式
（F1）英国大奖赛冠军。

被送去医院的红牛车手维斯塔
潘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自己并无大
碍，但直言在医院看着汉密尔顿庆
祝夺冠，感觉这位梅赛德斯车队车
手“不值得尊重”而且“没有体育
精神”。

当日，14 万观众前往银石赛道
观战。36岁的汉密尔顿和通过F1历
史首次“冲刺排位赛”取得杆位的维
斯塔潘一起头排发车，两人出发后立
即展开激烈争夺。在第一圈进入一个
高速弯时，汉密尔顿闯入内道，结果
撞上维斯塔潘赛车的右后轮，红牛赛
车失控冲出赛道，虽然 23岁的维斯
塔潘自己走出了赛车，但保险起见他
还是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比赛暂停期间，汉密尔顿受损
的赛车得到修复。这位英国车手尽
管被认定在撞车事故中负主要责
任、被罚 10 秒，但在比赛还剩 2 圈
时成功超越一直领先的勒克莱尔，
以 1 小时 58 分 23 秒 284 的成绩
第八次获得英国大奖赛冠军。

勒克莱尔以 3 秒 871 之差位
列第二。汉密尔顿的队友博塔斯排
名第三。
汉密尔顿并不觉得自己应该被

罚，而是声称维斯塔潘的驾驶太有
侵略性。“我已经完全在他旁边了，
可他不给我留一点空间。然而，不管
我是不是认可处罚，我还是默默接
受了，然后继续努力”。
赛事监督对于处罚汉密尔顿给

出的理由是，当时其赛车内侧还有
空间，但他却没有在维斯塔潘转弯
时避免碰撞。
红牛车队主管霍纳则把汉密尔

顿的举动形容为 “一个业余的错
误，一个疯狂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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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俞 炯

在缺少了阿瑙托维奇和穆伊这
两位高水平外援之后，双外援出战
的上海海港在昨天下午进行的中超
第六轮比赛中，被积分垫底的武汉
队 0∶0 逼平。

本场比赛，两名本土球员买提
江和杨世元出任海港队的中前卫，
阿瑙托维奇前锋的位置被原本踢左

边翼卫的吕文君顶替，U23 球员陈
彬彬作为左边翼卫首发。

尽管海港队在比赛中基本掌控
主动权，在控球率和射门次数上都占
优。但中场没了穆伊组织策应，锋线
没有了阿瑙托维奇这个强点，球队的
攻击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下降。
当然，海港队在比赛中还是比

对手更接近得分。第 36分钟，贺惯
曾接洛佩斯传中头球破门，但经过

VAR视频裁判介入，这次进攻的
发起者奥斯卡已经越位在先，进球
无效。
下半场，洛佩斯还有一次禁区

内的射门击中门柱，再一次无缘打
破比赛僵局。之后，武汉队在防守海
港队前场任意球时后卫头球解围失
误，砸中了自家球门的横梁。
对于这场平局，海港队主教练

莱科在赛后表示，0∶0 的结果有些

遗憾，“首先我们配得上进球，尤其
是下半场我们是表现更好的一方。
其次，这场比赛的质量不是最好，缺
乏应有的强度和节奏。当然，考虑到
目前的现实，大家都在为中国足球
服务，也只能接受。这样的赛程是全
新的经历，如此短时间踢这么多比
赛，我们需要马上为接下来的比赛
做好分析和准备，希望下一场球队
表现更好。”

全场两中门框，海港武汉互交白卷

汉密尔顿获英国大奖赛冠军

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888888888888899999999999995555555555555333333333333377777777777773333333333333
《新闻晨报》综合分类、遗失、注销各类声明广告

圆 缘 苑 青
鸟
成功率高

注册号：31010101000389495

知 名

地址：黄浦区云南南路180号508室淮云大厦(王老师)

C4902 寻找爱的归宿貌美善良脑外科医生女 57 岁
未婚无亲人独居徐汇洋房另多房出租父母留多家

养老院工作繁忙深感力不从心如你己退休可来助

我一臂之力可入住助你发展急盼 (女付 )63337606
C4903 可家访董事厂遗孀公务员退休女 67 岁丧偶
未育有多套房（电梯）寻 87岁内男(女付)53833358
C4904 求圆母亲梦美丽女护士长 37 岁未婚因父母意外
亡留下工厂急需有爱心 67 岁内帮管男(女付 )63337606
C4905 住淮海路洋房女公务员党员 61 岁未婚貌
美肤白丰满有多房开厂父母过世无兄妹寻 81 岁
内男士入住我家会把一切交给你 (女付 )53833358
C4906 可家访住丁香花园地产遗孀党员女药
剂师退休 77 岁丧偶无孩先夫留下丰厚资产
和多套房寻 87 岁内男速婚 (女付)63337606

可家访住衡山路洋房党员女护士长退休73岁丧偶无孩先夫厂
长留下丰厚资产和多套房寻 90 岁内男速婚13023201949
可家访无亲人党员军工厂医生女退休 80 岁丧偶
未育有多套电梯房寻 95 岁内男 13023201949
商海丽人女 56岁未婚继承家族留下承包工程和开机械厂
真心寻 85 岁内如父如兄男我帮共同管理 13023201949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路 666 号 F 区(西座)23B 座 登记证号:52310101687301933Y

父母为子女相亲免费登记 13023201949中
老
年
单
身
知
音

月
老
赐
婚

物 资回收

红木家具.老家具.字画.扇
子 .印章 .像章 .老服装 .小
人书.紫砂壶.玉器.地址:多
伦路 160号（近四川北路）
热线电话：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

古月轩 高价

收购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号（近肇家浜路）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高价收旧书
画银元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玉
器佛像.香炉.印章.砚台.
旧扇子竹木牙雕 . 古纸
币 .旧箱子像章 .小人书 .
旧旗袍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13564330778

物资回收 绿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服装公司工作女 42 岁未婚肤白漂亮有女人味有多房虽条
件优但孤独急寻年长的平凡过日子的男士 13524180951
共度夕阳红住静安区洋房银行退休女 72岁丧偶未育肤白漂亮
显年轻有多房条件优觅 90 岁以下有缘男士 13524180951
海归富有女 64 岁丧偶未育独居淮海路洋房另有房
出租经济条件优觅 90 岁内健康男士 13524180951

遗失声明

上海房韵房地产咨询服务部，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证照号
28000001200109130009 ，
28000001200109130010 ，
声明作废。

晨报记者 甘 慧

两球领先，被扳平。绝望之时，
伤停补时绝杀。在昨晚进行的中超
联赛申花与大连人的比赛中，本有
望轻松获胜的申花，最终却是惊险
拿到 3分。

尽管曾诚、彭欣力有伤在身，
很难参加这一阶段的比赛，但是从
球队的实力以及板凳厚度来看，申
花明显在大连人之上。昨天的首发
阵容，申花派上了莫雷诺、阿德里
安和约尼奇 3 名外援，另外两名外
援巴索戈、金信煜在替补席上待
命。而大连人更像是一支青年军，
首发阵容中有 4名 U23 队员，队中
的唯一一名外援博阿滕坐在了替
补席上。

比赛的高潮出现在下半时，申
花率先打破场上的僵局，并取得了
两球领先的优势。第 53 分钟阿德
里安转移球到右路，巴索戈看准机
会起脚传中，毕津浩摆脱对方防
守，禁区中路头球攻门得分，场上
比分变成 1∶0。第 60 分钟，申花再
次从右路进攻，巴索戈把球分出，
赵明剑不停顿右脚传中，吴曦从毕
津浩身后杀出，禁区内俯身头球攻
门得分，将比分扩大为 2∶0。

就在大家以为申花将轻松赢

得比赛胜利的时候，场上却形势突
变。第 70分钟，大连人右路童磊传
中，着急回防的吴曦飞身铲球解
围，却把球打在门柱上弹出，赵旭
日近距离怒射破门，将比分扳成 1∶
2。丢球之后，崔康熙马上做出换人

调整，金信煜换下毕津浩，孙世林
换下阿德里安。

随着阿德里安的下场，之前一
直占据场上主动，掌握着绝对控球
权的申花，在大连人的强攻下交出
了球权。第 86 分钟，黄嘉辉的冷

射，帮助大连人扳平了比分。此时，
申花似乎醒了过来，又发起了进攻。
第 90 分钟，巴索戈禁区右侧送球，
赵明剑拉球转身，接着起脚射门，球
打在左侧门柱弹入，将比分最终定
格为 3∶2。

公益体彩

申花补时绝杀 惊险抢到三分

两球领先被扳平，补时绝杀收获胜利，申花这场赢得不容易。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