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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2
日电 CBA（中国男篮职业联
赛）联盟 12日在北京举行了
2021-2022 赛季新闻发布会，
宣布新赛季将于本月 16 日在
浙江省诸暨市开赛。
2021-2022 赛季 CBA联

赛常规赛将设 38 轮，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将采取赛会制，
于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4 日
在诸暨进行；第二阶段比赛拟
于 12月 25 日至 2022 年 1 月
28 日进行；第三阶段拟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21
日进行。
季后赛计划于 2022 年 4

月 24 日开始，常规赛排名前
12的球队将进入季后赛，赛制
为 12进 8、8进 4、半决赛和总
决赛，最晚于 5月 20日结束。

日本男足也盼国足赢球
记者 徐 明

晨报讯 2022 年卡塔尔
世界杯首支晋级名额归属德国
队。德国队晋级后，内心最酸楚
的恐怕就是日本男足了。
在过去四届世预赛上，日

本男足曾连续三次夺得“世界
第一”：即从 2006 年德国世界
杯到 2010 年南非世界杯，再到
2014 年巴西世界杯，日本队都
是连续三次率先出圈，成为全
球首支拿到世界杯门票的球
队。
而今年，日本男足的情况

有些尴尬。
12 强赛至今，日本队在前

三轮比赛中先后
不敌阿曼、

沙

特，唯一一场胜利来自国足，这
导致 3轮过后，日本与中国、阿
曼同积 3分，日本队凭借净胜
球优势暂列小组第三。
根据世预赛亚洲区出线规

则，亚洲区共有 4.5 个世界杯参
赛名额（除东道主卡塔尔），各
小组前 2名直接晋级世界杯决
赛圈，小组第三之间进行附加
赛，胜者将争夺第 5个准名额。
目前，B 组积分榜上，澳大

利亚和沙特都是取得 3战 3 胜
的战绩，位列积分榜第一、第二
的位置。日本队排在第三，与榜
首相差 6分。
昨晚，日本已经 2 比 1 战

胜澳大利亚，全取三分。寄希望
于中国男足能在这场比赛中阻
击沙特，这样日本队就有机会
缩小积分差距———寄希望于中

国队，对日本队来说，可是近些
年来鲜少出现的情景。
如果国足无法阻击沙特，B

组的沙特队将一骑绝尘，日本
队与沙特队的差距将继续拉
开，出线前景将扑朔迷离。

据新华社伦敦 10 月 11 日电

德国队 11 日客场 4:0 轻取北
马其顿队，意味着他们提前两轮确
定小组头名位置，第一个从 2022
年世界杯足球赛欧洲区预选赛中出
线。俄罗斯和荷兰队则在全取 3分
后领跑各自小组。

此前 6 胜 1 负的德国队面对
北马其顿队，上半场并未能有所作
为。不过，易边再战仅 5分钟，效力
于英超切尔西的哈弗茨接穆勒助
攻打空门得手，为德国队打破僵
局。此后，哈弗茨的切尔西队友维
尔纳在第 70 和第 73 分钟连下两
城，替补维尔纳上场的拜仁小将穆
夏拉第 83 分钟打入个人国家队首
球，为“德国战车”将比分定格在
4:0。

由此，德国队提前两轮确定 J
组头名位置，成为第一个获得卡

塔尔世界杯入场券的欧洲球队。欧
锦赛后从勒夫手中接过德国队教鞭
的弗利克赛后说：“我们这个赛季
5战 5胜，你不得不对球员们的态
度表示赞赏。”
同日，俄罗斯队凭借上半场的

两粒进球客场 2:1 击败斯洛文尼
亚队，同在H组的克罗地亚队主场
2:2 战平斯洛伐克队。俄罗斯队由
此以 2分优势领跑该小组，两队最
后一轮将直接碰面。

G组中，荷兰队 6:0 大胜弱旅
直布罗陀队。不过，挪威队主场 2:0
力克黑山队，意味着他们在还剩两
轮的情况下与 G组“领头羊”荷兰
队只有 2分差距。
世预赛欧洲区第一阶段每组头

名共 10 支球队直接出线。十个小
组第二与两支通过欧洲国家联赛排
名确定的球队进入第二阶段比赛，
决出另外 3个出线名额。

世预赛欧洲区：德国首个晋级

晨报记者俞炯报道 昨
天，足协杯大连赛区进行了第
一轮的赛前新闻发布会。
对于即将到来的足协杯，

海港队主帅莱科表示球队的备
战还是有些困难的，“一个是
备战的时间很长，这和以往不
太一样；还有就是我们国脚都
不在，还伴随着一些球队的受
伤。好在所有球员都非常努力，
他们会在足协杯上有好的表
现。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赢
下每一场比赛，希望第一场比
赛有非常好的开局。”
虽然外援不能在第一轮比

赛中出场，但莱科还是希望奥
斯卡和迈斯托罗维奇能够尽快
恢复，赶上后面的比赛，“当
然，这样一个情况也是给了其
他球员机会，希望他们能够通
过自身良好的表现，在平时机
会不多的情况下把握住，证明
自己配得上在这样的俱乐部拥
有一席之地。”
由于奥斯卡无法出场，颜

骏凌尚在国足，因此吕文君将
在本场比赛中戴上海港队的队
长袖标，“海港俱乐部历史上
没有拿过足协杯冠军，对我们
来说，非常渴望今年能够取得
最好的一个结果。不管对手是
谁，是哪个级别，相信大家都会
认真对待，全力以赴把比赛赢
下来，去完成最后的目标。”

海港队明天
出战足协杯

新赛季 CBA
本月 16日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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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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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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你的真情入住我家女 69 岁丧偶未育医生退休
肤白显年轻家境好有多房独居 160 平米觅 90 岁内
体健能说说心里话的男士共度夕阳红 13524180951
温柔女 39 岁未婚肤白清秀煤气公司上班有独立婚房急寻
年长的健康男士共度一生贫富不计年龄不限 13524180951
年龄大了找个伴女 74 岁航天部门退休丧偶未
育市区有 3/2 厅房独居父母去世留下房产和遗
产急寻 90 岁内健康男共度晚年 1352418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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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肇嘉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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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199 贤惠良母型貌美女军医退休 77岁
丧偶优雅大方先夫与爱女空难亡心力交瘁

悲伤孤独的我独居徐汇 5/2 另有房出租经
济良好觅开朗善良稳重以礼相待彼此照顾

男 士 依 偎 相 伴 急 盼 (女 付 ) 63337606
C5200 求圆母亲梦美丽女教师 37 岁
未婚因父母意外亡留下工厂急寻有

爱心 67岁内帮管男（女付)53833358
C5201 丰韵貌秀女教师退休多房觅忠
贞相守 67 岁丧偶夫女亡留下养老院和
赔偿金几年下来我已走出痛苦无依靠

的我住中山公园旁寻善良忠厚能帮我

的男士来我处看看可速婚入住有子女

视亲生可继业开支我来(女付)63337606
C5202你可先来我家看看健康美丽女医生
51 岁未婚继承大笔遗产无亲人的我独居
徐汇 5/2 每到夜深特孤寂觅年长无房愿上
门男过二人幸福生活 （女付 )53833358
C5203 有多房无亲人未婚女护士退休 71
岁貌好温和从小孤儿院长大患有先天性

心脏病继承养父丰厚遗产寻真心照顾我

不嫌弃我男我愿给你一切(女付)6333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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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崇明手拉手助残服务中心、上海崇
明心连心助老服务社负责人倪莉莉。多年来，
她投身社会公益事业，通过创业带动就业，组
织姐妹们一起从事居家养护、居家养老、关爱
功臣、长护理险、老伙伴计划等社会化管理服
务项目。服务对象涉及8000多人。她坚持市场
为导向，以服务对象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夯基础、强管理、带队伍、重实效，创建三干净
服务品牌、推出12345管理方法，同时，积极创
新管理模式，建立APP智能信息管理系统平
台，满足社会化管理新需求。多年来，先后获得
了社会化管理规范化建设 5A级单位、全国巾
帼建功先进集体、十佳上海市示范家政服务
站、上海市助残志愿者先进单位等荣誉；她个
人也曾荣获市、区志愿者服务优秀组织者、上
海市第十四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崇明县青年

创业之星和崇明巾帼理事联盟副会长等称号。
倪莉莉长得秀气文静，但在父母眼中，这个

“小囡”从小就不“安分”，专爱“折腾”。但爱折
腾的她瞄准了绝大多数人都不看好的社会公益事
业———组建成立上海市崇明手拉手助残服务中
心，上海市崇明心连心助老服务社，先后承接区残
联的居家养护项目、区民政居家养老等项目。

如何把“手拉手、心连心”的服务理念贯彻
到工作中。她选择从零做起，挨家挨户走访服务
对象，建立居家养护信息库，夯实管理基础。创建
出17项制度与规定，内容涵盖管理机制、运行机
制、监督机制、考核机制、激励机制，使社会化管
管理有抓手、服务质量有标准，同时推出“三干
净、三上门、四勤、四个尽量、五个心”等好记的
顺口溜来提高服务者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服
务意识，使管理更上了一个新台阶。 （李 辰）

大爱中见真诚 坚守中成事业

———崇明区妇联常委、崇明手拉手助残服务中心负责人倪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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