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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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209 平凡的我寻平凡的你父母亡无兄
妹女音乐老师退休 67 岁未婚貌美肤白
住淮海路洋房薪丰党员品正贤惠觅 87
岁内男可入住开支我来 (女付)63337606

C5210急寻管理工厂男美丽女总 51岁
丧偶未育先夫留工厂有雄厚资产和房
寻 77岁内帮管男随缘（女付)53833358

C5211 觅品好实在贴心人陪伴无房可上门
气质佳知性美女医生党员 61 岁丧偶未育心
态年轻继父母遗产拥有多房不在乎你经济开
销我来如你有子女可继遗产(女付)63337606

C5212我会用心爱护你愿与你相伴无依靠
肤白显年轻女中医党员 71 岁未婚温柔心
善德才兼备独居淮海路浦东浦西有多套房
薪丰唯缺爱觅 87 岁内无房可入住过二人
世界如有子女我愿付出 （女付 )53833358

C5213不愿进养老院护士长退休女 77岁
丧偶未育肤白显年轻有多房急寻 91岁内
相依相伴左右男速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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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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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求富贵只求平凡年龄不限女 72 岁丧偶未育宝钢
厂厂医退休肤白漂亮显年轻条件优有多房就是孤
独急寻 90 岁内相互关爱男士速婚 13524180951

渴望有人疼有人爱女 76 岁丧偶电信公司退休肤白漂亮
贤惠有房独居急寻年长的踏实男士相伴 13524180951

靓丽的甜美音乐女教师 44岁未婚肤白漂亮有婚房条
件优觅年长的健康的踏实男士相伴 13524180951

每周一下午二点父母为子女相亲活动 18016259810

每周二下午二点中老年相亲联谊活动 13901928471

心歌婚介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 619 号中福大厦 505 室 注册号 310101000181249

女 40岁空姐离婚未育独居市中心宽宅备车漂亮觅年
长懂关心体会男士相伴户籍不限随缘 13901928471

女医生退休 75岁未婚温柔有气质市中心 2 套
房觅健康男士无房可入住女方 18016259810

女 73岁公务员退休离婚未育善良健康人
品好党员动迁房二套觅愿入住女方男士
为伴有孩视亲生户籍不限 18016259810

女 74岁丧偶自营公司独居 3/1房另有威海度假房
一套觅健康男士相伴一生可家访 18016259810

女 58 岁未婚医生退休善良肤白有女人味父母留下 2 套
房觅年龄相仿无房可住女方 13371882949（本人亲听 ）

物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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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晨报》综合分类、遗失、注销各类声明广告

记者 俞 炯

晨报讯 在昨天下午结束的一

场 2021-22 赛季 CBA 季前赛中，

上海大鲨鱼男篮以 18 分的劣势，

73：91 不敌上赛季总决赛亚军辽宁

队。

对于本赛季前大手笔招兵买马

的上海男篮来说，季前赛两场皆负

的结果并不好看，但其实也是在被

外界普遍热捧的情况下，让全队上

下及时冷静和清醒下来的“一盆凉

水”。

本场比赛上海男篮首发的五名

球员里，除了任骏威、可兰白克、罗

汉琛和刘铮，上一场季前赛替补的

王哲林也赫然在列。这样一个首发

名单很可能将是球队新赛季的一个

主力阵容。

不过，可兰白克只打了开场 3

分多钟的比赛，王哲林也仅仅是在

第一节出场了不到 7 分钟，两位最

大牌球员之后就一直坐在板凳上观

战。也许这是主教练李春江为了更

好地保存实力，全力准备球队本周

日新赛季常规赛的第一场比赛。

短短 7 分钟不到的时间里，王

哲林拿到 2分、1 个篮板、1 次盖帽

和 2次抢断。唯一的亮点应该就是

封盖了辽宁队主力中锋韩德君的暴

扣。

王哲林出场的时间也不长，因

此整场比赛，明显同样是全华班的

辽宁队实力更强。他们有四人得分

上双，投篮命中率和篮板球也是占

优，两队最大分差一度在 20 分以

上。

上海男篮本场比赛唯一的亮点

是上半场就砍下 20 分的郭昊文。

在出场的 21 分钟时间里，郭昊文

一共得到 24分，12投 8中、其中三

分球 2投 1 中、罚球 8 投 7 中，还

有 4个篮板、2次助攻和 1次抢断。

新赛季，新帅李春江追求速度

的打法，现在看来也的确需要更长

的时间来让球员适应，还需要更多

的比赛和训练来提升配合的默契

度。

以这场和辽宁队的比赛为例，

上海男篮快速的打法让对方主帅急

得在暂停的时候大声呵斥球员要注

意反击和迅速落位防守。但现阶段

给球队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失误率实

在太高。仅仅第一节，上海男篮就有

6次失误，整场比赛失误超过了 20

次。

此外，上赛季就一直困扰上海

男篮的投篮命中率问题，依旧没有

得到很好的改善。空位半截篮、空位

三分都无法稳稳投进，中远距离投

篮完全没有准星，基本上就是靠着

上篮和罚球得分，如此糟糕的手感

是不可能赢下比赛的。

本场比赛上海男篮总的投篮命

中率只有 38%，他们的对手辽宁队

超过 45%。三分球上，上海男篮更

是惨不忍睹，18 次出手，仅仅命中

两球，命中率低到 11%。

当然，季前赛就是热身，真正的

表现和真实的实力还是要在 CBA

新赛季常规赛上来检验。上海男篮

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将在本周日下

午 3点半打响，对手是天津队。

记者 徐 明

晨报讯 因国足负于沙特

被口诛笔伐的中国足球终于迎来

了一个好消息。当地时间 10月 1

3 日，前中国女足国脚唐佳丽在

英足总杯小组首轮比赛中，打进

全场唯一进球。这粒进球也是唐

佳丽加盟热刺之后，收获的首粒

进球。热刺俱乐部在官网庆祝本

场比赛胜利时，高调晒出唐佳丽

的照片，吸引不少中国球迷点赞。

本场比赛，热刺女足在主场

对阵查尔顿女足，唐佳丽首发出

场，并在下半场第 50 分钟完成

进球。当时队友阿迪森在左路横

切，唐佳丽跟进，面对查尔顿两名

防守队员夹击，唐佳丽巧妙地用

外脚背将球拨进大门。

对唐佳丽来说，这粒进球具

有重要意义，是她留洋生涯收获

的首粒正式比赛进球。

今年 7 月，无缘东京奥运会

的唐佳丽正式加盟英超热刺女

足，并在 8 月的热身赛上打进一

球。在那之后，唐佳丽一直期待着

在正式比赛中为球队再度破门。

本赛季，英格兰女超联赛开

始后，唐佳丽在前几轮比赛中屡

屡策动进攻，给球迷留下深刻印

象。第 3 轮联赛，唐佳丽替补登

场，为队友绝杀送出一次助攻。第

5轮，唐佳丽再次建功，她在第

86 分钟的串联策动，帮助队友扳

回一球。而昨天的破门，对唐佳丽

来说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将进一

步巩固她在热刺队内的位置。

在唐佳丽之前，中国球员已

经很久没有在五大联赛上破门。

上一次打破沉默的还是唐佳丽的

国家队队友王霜。

2018 年，王霜加盟巴黎圣日

耳曼，在短暂的留洋生涯里，王霜

为巴黎打入 8 球，创下中国球员

在欧洲赛场的进球纪录。

眼下，由于中国男足在世预

赛成绩不理想，负于沙特后，再次

成为舆论焦点，不过，唐佳丽这位

女足落选国脚的表现还是让球迷

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希望。毕竟，在

当今的五大联赛，中国球员的身影

已经绝迹多时，旅欧留洋人数也

全面落后于日本、韩国，中国男足

目前仅靠武磊一人在独撑门面。

两大主力短暂亮相，快速打法还需磨合

18分输辽宁，上海男篮季前赛再败

落选国家女足无缘东京奥运会后，加盟英超热刺

前国脚唐佳丽
斩获留洋首粒进球

新赛季就要打响，李春江要做的还很多。 /视觉中国

英超开赛后唐佳丽屡有上佳表现 /网络截屏

唐佳丽进球后与队友庆祝 /网络截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