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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黄宇龙报道 2021年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德邦快递·福泉

山杯上”上海市第九届社区健身操大

赛10月16日在青浦区体育馆举行。

参与大赛的 16 支队伍都是本

市各区健身操、啦啦操中的佼佼者。

由于此次参赛对象年龄限制较宽，

从 18 周岁—55 周岁不等，除了姿

态青春靓丽的年轻派，也有不少

“阿姨辈”的运动员组队前来参赛。

经过精彩的展示，赛事最终评

出了 2支一等奖，上体 Suser- 啦

啦队在啦啦操项目上获得一等奖，

重固镇泉之律 - 毛家角健身操队

在健身操项目上拿到一等奖。另外

还有 4支二等奖，6支三等奖队伍，

4 支优胜奖，1 支最佳团队奖、1 支

最佳表演奖、1 支最佳形象奖，现场

进行了颁奖仪式。

晨报记者 俞 炯

在昨天结束的

CBA 新赛季常规

赛首轮的一场比赛中，上海大鲨鱼

男篮展现出了惊人的攻击力，以

120∶94 战胜天津队。这场“开门

红”关键在于大鲨鱼的进攻能力得

到了充分展现，尤其是球队全新的

“三巨头”组合王哲林、可兰白克和

外援富兰克林都打出了极高的数

据，让对手完全无法招架。其中，队

长王哲林贡献 18 分和 12 个篮板；

可兰白克三分球 9投 7中，砍下 21

分，为全场最高；富兰克林也是收获

了 16 分、13 次助攻和 9 个篮板的

准三双数据。

赛前一天抵达诸暨赛区的富兰

克林在比赛当天上午完成了注册，

获得了下午代表大鲨鱼出场比赛的

资格。他和王哲林、可兰白克、任骏

威和刘铮是大鲨鱼的开场 5 人阵

容。为大鲨鱼拿下新赛季前两分的

是王哲林，他突入内线后仰投篮得

分。可兰白克在外线的手感火热，两

个三分球命中后，大鲨鱼一度以

12∶5 领先。此后，天津队的外线开

始发飙，他们第一节投入 5 个三分

球，而大鲨鱼在配合上的失误较多，

所以天津队很快反超了比分，并且

带着 8分的优势进入第二节。

第二节，大鲨鱼换上了新援袁

堂文，他的三次精妙助攻和一次上

篮成功，加上可兰白克神奇地连续

四次三分球出手命中，一举扭转了

战局，再度取得比分上的领先。第一

节手感不佳的富兰克林也是渐入佳

境，用两个三分球帮助大鲨鱼高歌

猛进。半场比赛结束时，上海男篮已

经是 52∶46 领先 6分。

第三节一上来，可兰白克的火

热手感还在延续，命中了自己本场

比赛的第 7个三分球。不过这一节

属于大鲨鱼的外援富兰克林，这位

团队型球员助攻、三分球全面开花。

上半场在进攻端表现平平的王哲林

也开始在内线发威。大鲨鱼以一波

13∶6 的进攻高潮直接将双方的比

分差距扩大到了两位数。

虽然天津队第三节末端和第四

节之初发起反扑，但大鲨鱼全队在

三分线外的命中率都超高，宗赞、袁

堂文和李荣添先后三分球得手，继

续将两队分差拉大。比赛还剩 4分

钟不到的时候，王哲林内线 2+1 成

功，大鲨鱼已经领先 21分。之后富

兰克林再中一个三分球，两队分差

达到 24 分后，大鲨鱼换下了主力

球员，比赛彻底进入“垃圾时间”。

相比两场季前赛，上海男篮最

明显的变化就是三分球命中率。本

场比赛大鲨鱼投进了 13 个三分

球，要知道季前赛两场比赛他们也

就只投中了 5 球，命中率一下子从

11%提升到了 35%。当然，其中最

抢眼的无疑是投中 7 个三分球，拿

到 21分的可兰白克。

另外，富兰克林及时赶上这场

比赛也很关键，虽然开场阶段状态

并不好，但随着比赛的深入，他也是

越打越好，成为组织进攻的核心。被

寄予厚望的王哲林，本场比赛两双

的数据基本合格，尤其是防守端还

送出了 4次抢断。但如果他能够在

篮下进攻方面做得更好一些，那么

大鲨鱼内线的杀伤力还将会更高。

上海男篮其他角色球员在“三

巨头”的带领下也都有着非常不错

的发挥，任骏威 14 分和 7 个篮板，

得分上双的还有郭昊文 12 分，替

补控位袁堂文 7 分和 6 助攻的数

据也很亮眼。作为新赛季的首场比

赛，大鲨鱼在阵容战术磨合和队员

之间配合上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

方。而且天津队上赛季排名非常靠

后，并非真正的强队，后面的比赛才

是真正的考验。

上海大鲨鱼男篮下一场比赛是

本周三晚上 7 点 35 分对阵四川

队。

第九届社区健身操大赛举行大乐透爆 4注 1000 万

上海杨浦一体彩店井喷 25注二等奖揽入 371万
晨报记者 孙俊毅

10月 16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21118 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14、

17、18、28、34，后区开出号码 02、

03。

据统计，本期全国一等奖开出

4 注，均为基本投注一等奖，单注

奖金为 1000 万元，分落吉林、江

西、云南、甘肃。上海本期无缘一等

奖，诞生井喷 27 注二等奖，杨浦

一家体彩店独中 25 注，总奖金

371 万余元！

体彩中心的信息显示，吉林中

出的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

出自辽源，中奖彩票为一张 5 注

号码、10元投入的单式票。

江西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

赣州，中奖彩票为一张前区 4 胆

全拖 +后区 2拖的胆拖票，单票

擒奖 1009 万元。

云南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

楚雄，中奖彩票为一张前区 10 拖

+后区 1胆 2拖的胆拖票，单票擒

奖 1025 万元。

甘肃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

庆阳，中奖彩票为一张 2 注号码、

4元投入的单式票。

由于未采用追加投注，本期

这 4 注一等奖在单注方面均少

拿了 800 万元追加奖金，从而无

缘单注 1800 万元追加封顶一等

奖。

上海本期无缘一等奖，井喷

27 注二等奖，落入浦东、黄浦和

杨浦，单注奖金 148407 元，其

中浦东的 1 注采用了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 118725 元，追加

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26.71 万

元。

值得一提的是，杨浦区的

11417 体彩销售网点本期独中

25 注二等奖，虽然未采用追加投

注，但总奖金也高达 371 万余元。

这 25 注二等奖是否出自这家体

彩店的同一张彩票，目前还不得

而知。

本期全国开出二等奖开出 98

注，其中 24注采用追加投注。

据统计，奖池方面，本期开奖

结束后，11.46 亿元滚存至 10 月

18 日 （周一） 开奖的第 21119

期。

CBA新赛季首战 上海男篮收获 26分大胜

新“三巨头”发威 大鲨鱼收获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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