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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徐 明

9月 25 日晚，中国女足奥运联合队在

以 1∶0 战胜上海女足后，如愿夺得全运会

冠军，卫冕冠军上海女足获得亚军。比赛结

束后，带队夺冠的联合队主教练水庆霞能

否正式接过国家队的教鞭，成为大家关心

的话题。“我希望能当女足国家队主教练，

带队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自己。”水庆霞说。

本届全运会，中国女足以联合队身份

参赛，引发了极大争议。

由于联合队基本由参加东京奥运会原

班人马组成，实力比其他地方队高出一筹，

因而引发了“胜之不武”的讨论。

根据规则，奥运联合队夺冠后，所有的

队员所代表的省市都会获得 1 枚金牌；如

果某省市球员达到 4人或以上，那么该省

市将会拿到 2枚金牌。

在上周末的决赛中，奥运联合队凭借

王霜策动，肖裕仪精彩凌空斩打进唯一一

球，下半场双方都没能改写比分。最终，奥

运联合队夺得这场关键的胜利。

尽管全运会比赛含金量不高，但水庆

霞能够以四战全胜的战绩带队夺冠，圆满

完成了她临时接替国家队女足主帅的任

务。

在全运会之后，水庆霞能否正式成为

中国女足主帅，备受外界关注。到目前为

止，中国足协尚未宣布任何官方决定。

带队夺得金牌后，水庆霞在谈到自己

是否会接任主教练的问题时，表示自己也

在等待“答案”。

作为女足老国脚，水庆霞将担任国家

队主教练看作是最高荣誉与责任。“每位从

事教练工作的人都希望能够为国家去做些

事情。有可能的话，我希望自己能担当起这

个责任。”水庆霞表示，中国女足以前起点

很高，外界以世界杯、奥运会前几名、甚至

冠亚军的水准来要求中国女足。“前辈起点

高，对她们要求高，期待高，是动力也是压

力，怎么转换是关键。我们还是要面对现

实。”

她希望，外界能给女足姑娘们更多鼓

励和掌声，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促进

她们成长和提高，而不是一味地指责。“我

希望能当（女足国家队主教练），完成这次

比赛任务，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开心。”

晨报记者 孙俊毅

9月 25 日，体彩大乐透第 21111 期开

奖，前区开出号码 07、08、15、19、28，后区开

出号码 08、09。

据统计，本期一等奖开出12注。其中，2

注为 1285 万元（含 571 万元追加奖金）追加

投注一等奖，分落山东、广西；10 注为 714 万

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贵州（3 注）、山东（2

注）、江苏（2注）、重庆、四川、广东。

体彩中心的信息显示，山东中出的 1285

万元追加投注一等奖出自潍坊，中奖彩票为

一张 3注号码、9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

广西中出的 1285 万元出自玉林，中奖

彩票为一张 5注号码、15 元投入的单式追加

票。

贵州中出的 3 注 714 万元全部出自黔

南州一体彩实体店，中奖彩票为一张经 3倍

投的、12 元投入的单式倍投票，单票擒奖

2142 万元。

山东中出的 2注 714 万元分落济南、聊

城。济南中出的，是一张 8+3复式票，单票擒

奖 729 万元。聊城中出的，是一张 6+3 复式

票，单票擒奖 725万元。

江苏中出的 2注 714 万元分落泰州、无

锡。泰州中出的，是一张 5+7复式票，单票擒

奖 769 万元。无锡中出的，是一张前区 3胆

全拖 +后区 2拖的胆拖票，单票擒奖 740 万

元。

此外，重庆九龙坡、四川成都、广东深圳

购彩者各中 1注 714 万元一等奖。

上海本期无缘一等奖，诞生 3注二等奖，

每注奖金 4.50 万余元，全部出自浦东；其中

2注采用了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3.60 万

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8.10 万元。

据统计，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

9.95 亿元滚存至 9月 27 日（周一）开奖的第

21112 期。

晨报记者 黄宇龙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中国体育彩票”上

海市攀岩业余联赛静安站 25 日在静安体育

中心攀岩馆举行。

正在陕西举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上，

上海市攀岩队出手不凡，勇夺一金一银。小

将杨立豪在决赛中上演惊天逆转，勇夺 16

岁以下组男子全能冠军，这也是攀岩成为

全运会正式竞技项目后的首枚金牌。小将

朱馨文稳定发挥，获得 16 岁以下组女子全

能亚军。

两位上海小将的优异表现不仅展示了

上海体育的青春力量，也体现了上海体教融

合的丰硕成果。同时也是攀岩项目这个小众

项目、新兴项目在上海蓬勃发展的最好证

明。

2021 年是上海市攀岩业余联赛的第三

个年头，今年的比赛与 11 个区的体育局和

11 家岩馆合作，加入了更多的新场馆、规划

了更多新路线，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大增强；

比赛以“参赛就有积分，有积分就有排名”

为理念，鼓励初涉攀岩领域的新手们积极参

与，同时为参加更高一级的比赛提供有效的

参考。

静安站比赛由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体

育总会作为指导单位，上海市社会体育管理

中心、静安区体育局主办，上海市登山户外运

动协会、上海攀竞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静安体

育中心攀岩馆联合承办。

大乐透爆 2 注 1285 万 +10

注 714 万

单票最高擒奖 2142万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攀岩业余联赛静安站举行

率奥运联合队四战全胜夺冠

水庆霞直言愿当
女足国家队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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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139 不论贫富无父母兄妹女教师退休 57
岁未婚貌美本地人有多房父母生前富商留下厂
急需你来帮我年龄不限可入住(女付)63337606

C5140 可家访漂亮女护士退休 61 岁未婚继遗
产无亲人独居淮海路洋房每到夜深特孤寂觅年
长无房愿上门男士过幸福生活 （女付)53833358

C5141 愿入住吗有心脏病女教授党员 81 岁丧
偶未育夫留遗产多房无亲人渴望照顾急寻重
情男财产共享为你付出随缘 (女付 )63337606

C5142可家访住徐汇洋房美丽音乐老师女退休 71

岁丧偶无孩丰资多房寻 87 岁内男（女付)53833358

C5143乐于助人中医寻伴旅游全部费用我来漂亮女 67 岁
未婚市中心七套房父母生前经营名贵中药材批发家产丰
急盼真心男相伴携手共游祖国大好河山(女付 )6333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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