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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科表示自己在中国七八个
月了，如今已经对中国足球有了一
个比较充分的了解，“我感觉在中
国，足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中国球员，他们非常热爱足
球，他们非常出色，也乐于付出。”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我到

队的前半年时间里，球员们给我留
下的都是十分积极的印象。”如何
评价自己队中的中国球员，莱科说
他非常确定，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
球员，你都可以找到他们的闪光点
和不足之处，“我们希望通过努力
帮助他们提高。首先当然是踢出
精彩的足球，然后就是提高中国球
员的水平。七八个月之后，我认为
我们部分球员的水平和进步程度
已经足够让我满意了。”
和莱科一起上节目的，还有海

港队的老将于海。中超第一阶段
后半段的比赛中，于海重新进入了
主力阵容。
“于海是一个在工作中非常

好相处的人，在任何事情上他都是
榜样，每个人都知道他非常出色。
我认为训练当中最重要的是相信

自己的队员，他们可以踢出高水平
的足球，他们永远都有进步的空
间。于海就是最好的榜样。”莱科
说道，“当然其他队员也非常出
色，他们同样非常努力，也有很好
的足球习惯。这些都让他们在场上
能够表现得更加出色。”

带着 28 分的成绩，海港队进
入了本赛季中超第二阶段争冠组。
莱科透露，在第一阶段其实教

练组就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未来
对手的情况了，“我们看了中超所
有的比赛。每三天一场比赛非常忙
碌，我们的时间很紧迫，所以有时
候我们会抱怨，一天只有 24 个小
时太少了，希望每天可以有更多的
时间。但我们还是观看了争冠组对
手的比赛。”
“我们知道另一组的情况，知

道这些对手的水平。”对于第二阶
段的赛事，莱科还是充满了信心，
“我认为，我们在完全尊重其他对
手的前提下，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我们会专注于自己，每一天都努力
训练，争取有更多的提高。”
莱科坚持的高强度训练已经

成为了海港队的“标配”。于海说，
“我们有时候训练的跑动距离甚
至要比实战更多。”
“你能如何高强度的训练，就

能如何高强度的比赛。”莱科认为
这是十分简单的道理，“我认为我
的严格或不严格不是一个秘密。对
我来说，所有的事情都很简单，我
的队员们也都知道，如果他们训练
好的话，就会有更多登场比赛的机
会。”
“如果你的训练课非常轻松，

你的身体就不会为比赛做好准备。
到了比赛中，当你需要做动作的时
候，你的肌肉就会有受伤的风
险。”当然莱科还感谢了球队的后
勤保障团队，“谢天谢地，在过去
的七八个月中，我们拥有非常
出色的医疗团队和其他的技
术部门，我们一起去努力
保障球员，不在训练中
受伤，并且我们的队
员可以比其他队
员更加强壮。”

莱科再
一次说到
了 他 的

足球训练理念，“简单来说，队员
们越努力训练，他们就越接近成
功，非常简单。”

海港队在外援不齐整的情况
下，完成了中超第一阶段的比赛，
中国球员有着不错的表现。
在莱科看来，外援应该在球队

里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他们需
要在球场上、训练场上和生活中担
当全队的榜样。因为通常来说，中
国球员都会自发像他们学习。有时
候很多中国俱乐部不明白这种榜
样作用，他们会认为，只要外援可
以在场上过人或者进球，其他都不
重要。”
“但事实上，外援的榜样作用

很重要。有时候我们会说，国内球
员把球传给外援，然后就可以在场
上一边喝咖啡，一边等待他们进
球。这是中国足球目前遇到的最大
问题，我认为这需要去改变。”莱
科继续说道，“因为中国球员也有
不错的水平，他们也能进球，也能
踢出漂亮的比赛。如何去帮助他们
建立信心，如何让他们相信自己也
非常出色，外援需要在这里发挥帮
助他们的作用，让他们踢得越来越
好。”
关于奥斯卡、穆伊和保利尼奥

这个全新的中前场组合，莱科表示
自己十分期待，“拥有这三名高水
平球员非常重要，但因为各种原因
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三人合体之
后的表现。希望在 12月争冠组开

始的时候，他们可以一起登场，证
明我们的期待并非一场空，并且更
重要的是能够帮助球队取得成
绩。”

穆伊将作为澳大利亚队的一
员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 12 强
赛的首战对阵中国队。
如何能够限制住这位澳大利

亚队的中场核心，莱科笑着表示，
“穆伊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我相
信中国队的教练组对他也有很深
的了解。他会对中国队造成威胁，
但我还是要说回我之前说的，中国
队需要的是专注于自身。”
莱科觉得中国队拥有不错的

阵容，“我认为国足在重视对手的
同时，要对自己抱有信心。我来到
这里七八个月了，看到许多出色的
球员，所以我相信即便要对上穆伊
还有澳大利亚队其他的优秀球员，
国足依然有不小的机会。”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莱科是什
么样的感觉呢？
莱科说道：“我认为对我来

说，上海最重要的就是这座城市里
的人。这里尽管距离我的家乡很
远，但我感觉就像到了家里一样，
这里的人总是很友善，想要帮我解
决问题。城市很漂亮，但是这里的
人们更加出色，这是我来到这里之
后的最深感触。”

晨报记者 俞 炯

本周一，中超第一阶段
结束后获得两周假期的上海

海港球员重新集结，开始备战 10
月的足协杯和 12 月的中超争冠
组比赛。

海港队主帅主教练莱科也是

做客了一档电视节目，深入谈到了
许多他接手海港队至今的感受。

海港队本周一重新集结

莱科：：争冠组我们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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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出了3600万巨奖
5注号码 30元就搞定

晨报记者 孙俊毅

8月 30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21100 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7、11、23、26、28，后区开出号码
02、07。
据统计，本期一等奖开出3注，

均为追加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800万元，分落四川（2注）、甘肃。
体彩中心的信息显示，四川

中出的 2 注 1800 万元 （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全
部出自达州一体彩实体店，中奖
彩票为一张 2倍投注、5注号码、
30 元投入的单式倍投追加票，单
票擒奖 3600 万元。
甘肃中出的 1800 万元出自

定西，中奖彩票为一张前区3胆 8
拖 +后区 2拖的胆拖票，共中出
一等奖 1 注、四等奖 12 注、六等
奖15注，单票擒奖1803万元。
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本期

来自四川达州、甘肃定西的幸运
购彩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均收
获了 800 万元追加奖金，从而使
得单注一等奖总奖金达到封顶的
1800万元。
上海本期无缘一等奖，诞生3

注二等奖，出自长宁、嘉定和杨
浦，每注奖金 11.08 万余元；其中
来自杨浦区的 1注二等奖采用了
追加投注，多得奖金8.86万余元。

据统计，奖池方面，本期开奖
结束后，10.59 亿元滚存至 9月 1
日（周三）开奖的第 21101 期。

[东京残奥会]

中国盲人足球队
晋级半决赛

据新华社报道 31 日上午，
东京残奥会盲人足球五人制项目
小组赛阶段，中国队 2∶0 击败日
本队，在A组中与巴西队携手小
组出线。
“第一场输给了巴西，不服

气，希望在决赛再遇到他们。”队
长张家彬谈起巴西队时说。

9月 2日，中国盲人足球队
将在半决赛中对阵 B 组的第一
名。B组队伍分别为西班牙、阿根
廷、摩洛哥和泰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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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059 平凡的我寻平凡的你本地富有公
务员女退休 67 岁未婚肤白貌美独居市区
多套房孤枕难眠惆怅不求经济只要相伴

过安稳的日子开支我来 (女付 )63337606
C5060可先来我家看看平易近人女中医专
家党员 71 岁丧偶无孩薪丰会持家南京路
5 ／2 无亲人深感孤独渴望爱情觅柔情男上
门互体贴关爱年龄不限 （女付 )53833358
C5061渴望真心呼唤心碎孤儿女厂长 51
岁未婚父母意外亡留机械厂孤单独居多

套房觅年长男上门温暖我孤独的心我会

真心付出对你好随缘 (女付 )63337606
C5062幼教老师女退休 61 岁丧偶无
孩貌好多套房寻缘（女付)53833358
C5063 照顾你永不离弃貌秀中西医专家女
77 岁未婚多房无后继无父母兄妹盼真心待
我有孩视亲生可继承遗产(女付 )63337606

物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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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缘闸北 56703988
56703990

注册号：310108000200296

中老年介绍到满意为止
规范经营 24年老牌婚介
旅游交友相亲活动

地址共和新路1209号8号楼5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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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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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商女 69 岁丧偶未育肤白显年轻开厂富有多房感
情孤独有女人味急寻 90 岁内健康男 13524180951
邮政部门女 50 岁未婚肤白漂亮独居 2/2 人到中年
特孤独想成个家急寻年长健康男 13524180951
清秀富有女教师退休 65岁丧偶未育肤白漂亮有女人
味独居 3/1喜欢音乐旅游急寻年长男 13524180951

公益体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