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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体彩

晨报记者 孙俊毅

10月 8日，胜负彩第 21118 期开奖结
果出炉，全国开出 8注一等奖，奖金达 205
万元。国足的世预赛也位列本期 14 场胜
负彩，武磊读秒阶段的绝杀为中国队拒绝
了冷门，在一定程度上还降低了中奖的难
度，否则本期胜负彩一等奖必将爆出更高
的奖金。
本期 14 场胜负彩包括 6场亚洲区世

预赛、2场欧洲国家联赛，以及 6场巴甲，
涵盖的赛事范围非常广，而且上演多场势
均力敌的对话，包括亚洲区世预赛沙特队
VS日本队，欧国联的比利时VS法国、意
大利VS西班牙等。
根据体彩中心公布的结果，本期 14

场开出 8注一等奖，每注奖金 205 万，426
万滚存被清空，二等奖开出 129 注，每注
奖金 40527 元。
从体彩中心 8 日公布的冷门数据榜

上看，本期头号冷门属于巴甲的沙佩科恩
斯 2比 2战平米内罗竞技。沙佩科恩斯目
前在巴甲积分榜上位列榜尾，本赛季前 23
轮只获得过一场胜利，距离倒数第二名球
队的积分也有两位数的差距，而米内罗竞
技则是巴甲的领头羊，领先第二名的积分
优势也达到了两位数，但这样一场强弱分
明的比赛，米内罗竞技直到比赛最后时刻
才把比分扳成2比 2平。根据体彩中心的
数据，这场比赛全国竞猜主负的比例高达
75.39%，竞猜平局比例为 14.75%。
第二冷门来自欧国联意大利与西班牙

的半决赛。意大利是今年夏天的欧洲杯冠
军，在欧洲杯半决赛中，意大利就是通过点
球大战淘汰了西班牙，而且此前意大利队
已经保持了 37 场不败，再加上主场作战，
稳定的意大利队被更加看好，但他们最终
1比 2不敌西班牙，被挡在欧国联决赛门
外。本场全国竞猜主负的比例为 15.61%。
另外，亚洲区世预赛沙特主场 1比 0

击败日本，全国竞猜主胜比例也只有
18.62%，竞猜主负比例倒是达到了
53.7%。
中国队 3比 2 击败越南队，比赛结果

在情理之中，全国竞猜主胜的比例高达
71.25%，在 14 场的冷门排序中排到了第
12位，但比赛过程却惊心动魄。如果不是
武磊在补时 5分钟的读秒阶段上演绝杀，
这场比赛势必增加竞猜难度、提升一等奖
的奖金，毕竟全国竞猜中国队战平越南队
的比例只有 17.57%。

武磊绝杀越南，国足拒绝冷门

14场胜负彩依旧
爆8注205万元大奖

晨报记者 甘 慧

谁也没有想到，在阿联酋苦练一个月后，国足
最终还是依靠武磊和王燊超这条“崇明出品”的连
线，依靠最原生态的，从小培养起来的默契，赢下了
这场与越南队的比赛。
赛后，主教练李铁的用人和排兵布阵依然受到

了质疑。他在社交平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也是
颇值得玩味。“2001.10.07—2021.10.07 整整二十
年了！一次赢了阿曼，世界杯出线了！一次赢了越
南，12强赛的第一场胜利！都是在 10月 7号，看来
这个日子是忘不了了。二十年过去了，我还保持着
同样的体重，留着同样的发型，只是多了几根白头
发。从球员成为了教练，我对足球的爱和对国家队
的爱从来都没有改变！感谢足球带给我的一切！成
功，失败，鼓励，支持，鲜花，掌声，谩骂，指责，甚至
是人身攻击，我都会微笑面对！这些经历会让我变
得越来越强大！努力才会有好运气！加油。”
李铁要感谢足球带来的一切，也应该好好感谢

老帅徐根宝。本场比赛，武磊、王燊超的连线成为国
足此战取胜的关键。第 75分钟，国足趁热打铁，王
燊超前场左侧起球传中，7号武磊快速插上头球攻
门，皮球直窜越南队球门下角，将比分扩大为 2∶0。

此前，张玉宁为国足首开纪录。
而在越南队 2∶2 扳平比分后，又是王燊超与武

磊的连线，为国足绝杀战胜越南队，拿下这场至
关重要的胜利。第 95分钟，中国队左路组织进
攻，王燊超起球传中，武磊门前垫射，皮球直
窜网窝。赛后，武磊表示“最后一球，我应该
没有碰到吧……”不过，官方在反复核实
之后，还是将这粒进球记在了武磊的账
上。
武磊和王燊超都是 “崇明出

品”，是徐根宝“十年磨一剑”培养
出来的队员。尽管这几年武磊在
西班牙踢球，但是从小培养
起来的默契，让他们在关
键时刻心有灵犀。
从比赛看，李铁对

于球队进攻体系的打磨
并没有成型。这种情况下，
武磊和王燊超这条“崇明
出品”的连线，成了本场比
赛国足进攻中最大的亮
点，也是决定比赛胜负手
的关键。

晨报记者 甘 慧

阿联酋当地时间 10月 9日下午，国足将搭乘包机前往沙特吉达，准备与沙
特队的世预赛 12强赛第 4轮比赛。
12强赛 3轮比赛过后，澳大利亚队和沙特队都是 3战全胜积 9分，排名

小组前两名。日本队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这支被认为是亚洲最强的球队，
前3轮 1胜 2负，先后输给了阿曼和沙特，只是 1∶0 小胜中国队。目前，日
本、阿曼和中国队同积 3分。
中国队战胜越南队后，球队有望卸下沉重的心理包袱，球队的信

心也能有一定的提升，不过考虑到与沙特的实力差距，此番客场对
阵沙特队的比赛必定会是非常困难的。中国队与沙特队的比赛将
于北京时间 10月 13日凌晨 1点进行。谈到与沙特队的比赛时，
国足主教练李铁说，“12强赛之前，谁能想到日本前 3场小组赛
只赢1场，进 1球呢？其他球队之间的实力也非常接近。客场与沙
特的比赛肯定不会容易，希望球员能够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
结束与沙特队的比赛后，已经在西亚集训、比赛一个多月的国

足，将包机返回国内，一边隔离一边备战 11月的两场世预赛 12强赛的比
赛。11月的两场 12强赛有望在苏州进行，分别是 11月 11日对阵阿曼，
11 月 16 日战澳大利亚。国足将帅都非常希望能够回到国内比赛，武
磊说，“对于未来，还是要一场场比赛踢，希望在 11 月份的时候能真
正回到自己的主场。”李铁也表达了对回到主场进行比赛的渴望。
“非常希望能够尽快回到中国，回到真正的主场去进行比赛。”

赢下越南，李铁最该好好感谢徐根宝

“崇明出品”的连线
成比赛最大亮点

国足今日包机前往沙特

挑战 3战全胜的沙特队

武磊（前下）
在比赛中与队友
王遷超（上）庆祝
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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