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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俞 炯

上一轮补时绝杀，1∶0 小胜中乙
球队陕西骏狼；昨天，又是靠一个点
球，2∶1 淘汰中甲球队陕西长安竞技。
虽然如愿晋级本年度足协杯八强，但
上海海港面对低级别球队时的胜利总
是显得十分艰难。
当然，这场比赛通过苦战才拿下，

也的确存在一些客观的原因。比如球
员赛前就反映，目前大连人基地的草
皮情况不好，非常干涩不利于快速传
球和配合，而且还坑坑洼洼。赛后的新
闻发布会上，海港队主帅莱科一上来

就谈到了场地问题，“首先，我要给双
方的球队和球员都送上祝贺。毕竟 90
分钟的比赛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天
气有大风，场地条件不是很理想，技战
术含量无法完全得到发挥……我希望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有更好的比赛
条件，让球队去更多展现出技战术上
的东西。”
此外，陕西长安竞技一度扳平比

分的进球，其实并不存在。因为进球的
喀麦隆前锋坦布在停球时明显手球犯
规，然后才射门得分。这是裁判的误
判，而足协杯前两轮没有安排视频裁
判。不过，这个丢球不得不说的是海港

队年轻门将陈威的处理太过稚嫩。在
对方手部停球后，他第一时间选择的
是举起双手向裁判示意对方违例，而
不是在没有听到哨声的情况下时刻做
好扑救的准备。结果就是这个先举高
双手的动作，让陈威再放低重心后的
俯身扑救为时已晚。
无论是和西安骏狼，还是和陕西

长安竞技，海港队本土球员在没有奥
斯卡穿针引线的情况下，全队的进攻
效率实在不高。特别是遇到密集防守
的球队，没有大胆的个人突破，没有敢
于冒险传威胁球员的球员，只能靠着
最简单的两个边路传中，中路抢点来

寻找破门得分的机会。
从本场比赛来看，保利尼奥的出场

带来了一些改变，但他确实并非奥斯卡
这样的传球手类型，更适合当组织核心
边上的辅助。好在球队四分之一决赛的
对手大连人基本上也是全华班阵容；不
过一旦要是半决赛遇上德比对手申花
或者是深圳，没有奥斯卡的海港队晋级
决赛的形势就不乐观了。
除了缺组织核心，海港队在锋线

上也是捉襟见肘。面对中乙和中甲球
队，都无法得分（前锋出身的吕文君
场上的位置是左边翼卫，还是点球破
门），想要在和中超球队的较量中破

门就更难了。
李圣龙更偏向于抢点型的中锋，做

进攻桥头堡、当支点的能力一般。倒是
两场比赛都替补出场的胡靖航似乎更
适合目前海港队主力中锋的位置。他相
对脚下技术更好，护球也更稳一点。拿
下陕西长安竞技的点球，就是来自胡靖
航在禁区内护球后遭到对方犯规。
本赛季剩下的比赛，不管是足协杯

还是中超第二阶段争冠组，海港队能用
的前锋也就只剩下这两位本土前锋，以
及小将刘祝润。如何制定合适的战术来
扬长避短，进一步提升锋线的攻击力，
这是莱科必须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如愿晋级足协杯八强 海港仍需扬长避短

晨报记者孙俊毅报道 10 月
18日，超级大乐透第 21119 期前区
开出号码“01、02、09、16、30”，后
区开出号码“09、10”。本期全国销
量为 2.90 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
益金 1.04 亿元。
据统计，本期全国共开出 4 注

基本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000
万元，分别花落辽宁沈阳、上海、福
建漳州、云南临沧。遗憾的是，这 4
注一等奖均未采用追加投注，错失
了 80%的追加奖金。
据悉，上海中得的这注大乐透

头奖来自闵行区永颂路 232 号，体
彩编号为 51024 的市属渠道网点。
19 日一早，大奖得主邹先生

（化姓）就来到了上海体彩中心兑奖
处办理了兑奖手续。“开心得整晚没
睡！”邹先生兴奋地表示，“买彩票十
来年了，第一次中到头奖，以往都是
些零零散散的小奖，实在不敢相信好
运也能降临在我身上，天一亮我们全
家人就出发前往兑奖处了，想一起见
证这幸运的时刻。有了这笔奖金我能
帮助我儿子还上房贷，减轻他的生活
压力，感谢体彩圆了我的大奖梦，也
改善了我们的家庭生活。”
问及邹先生的选号技巧，他笑

着表示，自己买彩票那么多年，起初
也是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每次投
入都控制在 50 元以内，没想到经
常会中一些小奖，买着买着也变成
了一种习惯。
因为购彩也让他结识了一群志

同道合的彩友，大家一起互相交流
经验、推荐自己心仪的号码。“这次
我中的这个大奖，也是大家一起讨
论出来的结果，再结合我自己的幸
运号码进行组合，领奖后我要和大
家一起分享我的喜悦。”最终凭借
这张单票面值 36 元的“6+3”大乐
透复式票，邹先生获得一等奖 1注，
奖金 1000 万；二等奖 2 注，奖金
16.8 万余元；四等奖 5 注，奖金 1.5
万；五等奖 10 注，奖金 3000 元，单
票擒奖 1018万余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

11.57 亿余元滚存至 10 月 20 日
（周三）开奖的第 21120 期。

申城闵行彩民 36 元
中得大乐透 1018 万
拿奖金帮儿子还房贷

杭州亚运会首次世界媒体大会召开

竞赛场馆将于本月底基本完工

晨报记者 孙俊毅

10月 18-19 日，杭州亚运会第一次世界媒体大会在杭州举行。本次大
会旨在向参会媒体介绍杭州亚运会的各项筹办工作进展， 帮助媒体更好了
解杭州亚组委赛时提供的媒体服务。

据悉，举办世界媒体大会，是奥
运会、亚运会等国际大型赛事的惯
例举措。
本次大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形式召开，亚奥理事会，大洋洲奥委
会，日本、韩国、科威特等亚洲和大
洋洲国家（地区）奥委会，国际通讯
社和亚洲主流媒体、国内媒体在内
的 110 余家新闻机构代表，亚洲田
径联合会、世界现代五项协会等单
项体育联合会，日本爱知·名古屋亚
组委、汕头亚青会、三亚亚沙会、成
都大运会组委会有关负责人 400
余人参会，为亚运会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一次世界媒体大会。
会上，杭州亚组委就2022亚运

会总体筹备情况、场馆建设、竞赛信
息、主媒体中心初步规划设计方案、
媒体注册报名政策、新闻信息服务等
内容分别进行了详细陈述，并就媒体
抵离、交通、物流、住宿、餐饮、收费卡
等政策与参会媒体进行沟通。

2022 杭州亚运会将于明年 9
月 10 日至 9 月 25 日进行。记者在
大会上获悉，截至今年 9 月底，全
部 55 个竞赛场馆中，44 个竞赛场
馆已实现集中竣工，其余场馆计划
于 10月底基本完工（德清 3V3 篮
球场地除外）。志愿者全球招募进
入尾声，已有 25.3 万人注册报名。
大会期间，杭州亚组委组织媒

体参观了拱墅运河体育公园、黄龙

体育中心、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游
泳馆及亚运村媒体村样板房等亚运
场馆。
据了解，杭州亚运会在场馆建

设方面充分体现出“节俭场馆”的
理念，55个竞赛场馆中，改造、续建
场馆为 34 个，比例达 64%，临建场
馆 9个，新建场馆 12个。
以记者参观的黄龙体育中心为

例，“绿色、智能、节俭、文明”的办赛
理念体现在改造工程的各个细节。
这次改造中，黄龙体育中心主

体育场内外的软硬件设施相较之前
都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后创造了
多项“第一”。主体育场草坪选择了
目前世界上先进的足球场草坪系
统———锚固草坪；黄龙体育中心体
育场拥有环屏体育场，还是上下两
道。环屏高度 1米左右，上环全长约
590米，下环全长约 490米，两道环

屏面积加起来超过1000平方米。
黄龙体育中心主体育场还有一

个很大的亮点是空中跑道。记者在
现场看到，1 公里的高颜值智能空
中跑道环绕着体育场，共有两条 1.2
米宽的标准跑道，起伏的坡度也能
满足不同人的要求，跑道分步行和
跑步两道，采用预制型塑胶跑道材
料，可显示运动轨迹、跑步速度、体
能消耗等数据。据悉，将来这条空中
跑道将免费向大众开放，可以预见，
这里将成为杭州跑友的打卡地标。
自杭州亚运会筹办以来，各项

工作正朝着预定目标迈进。场馆建
设加速收官，开闭幕式方案设计不
断深化。同时通过举办系列测试赛，
对场馆设施、技术系统、竞赛组织、
服务保障、场馆运行等方面进行检
验，注册、抵离、交通、住宿、餐饮、医
疗等服务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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