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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婉婷有望出任中国女足新帅
她是全球首位获得男子足球顶级联赛冠军的女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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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丹旧球鞋
拍出 938 万元高价
记者 徐 明
晨报讯

晨报记者 俞 炯
2016 年 5 月 ， 吉尼斯世界纪录宣布 ， 时任中国香港东方足球队的主教练陈婉婷是第
一位获得男子足球顶级联赛冠军称号的女性足球教练 。 就在这之前两周 ，陈婉婷率领东
方队获得了香港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 。
从此 ， 当时还不到 28 岁的陈婉婷一下子就成为了足球圈里的热点话题和焦点人
物 。 在 2016 年底的亚足联颁奖庆典上 ，陈婉婷获得了亚洲年度最佳女教练的殊荣 。
现在的陈婉婷更被外界认为会是中国女足新帅的第一人选 。
性教练。她和广州恒大主帅、世界杯冠军教头斯
科拉里的同场对决，更是成为了那一年亚冠赛
场上的名场面。
虽然陈婉婷曾经入选过中国香港女足，但
她的球员生涯一直只是业余的“玩票”性质。
因为迷上了“万人迷”贝克汉姆，
陈婉婷才喜欢
上了足球。至于踢球，更是在高一升高二的暑
假才开始。
把足球作为业余爱好的陈婉婷在考入香
港中文大学后，又涉足了教练领域，而且一个
很 大 的 原 因 是“勤 工 俭 学 ”，自 筹 大 学 的 生
活费。
大学毕业后，陈婉婷得到了一个在职业队
工作的机会，她去了香港超级联赛球队天水围
飞马当数据分析师，自己也在参加教练员各个
等级的培训班，还专门又回到香港中文大学深
造，
拿到了运动医学及健康科学的硕士学位。
2015年，陈婉婷终于有了一展所长的机
会，她先是成为了港超联赛强队东方队的助理
教练，同年年底又当上了东方队主教练。这已
经是一个奇迹了，陈婉婷是整个亚洲范围里第
一个执教男子顶级联赛球队的女性教练。
陈婉婷曾经说过，机会到来的时候，其实
一开始她还是犹豫的，毕竟这对于一位女教练
来说压力巨大。不过，她的梦想就是当主教练，
现在机会来了，如果不把握，还不知道要等到
什么时候，
“所以我告诉自己，还是试一下吧！
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输，人家对我的期望也不
大，我做的好或者不好，我已经赚到了，没有什
么不能输的。”
2015-16赛季，陈婉婷不但没有输掉任何
东西，而且再创奇迹，赢得了一座港超联赛的
冠军奖杯。
东方队还因此获得了 2017 赛季亚冠联赛
的参赛资格，陈婉婷当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
第一位率领球队征战男子洲际顶级赛事的女

2019 年 2 月离开东方队的陈婉婷，接到了
孙雯的邀约，请她出任中国 U16 女足的助理教
练，
备战当年的亚少赛。再加上自己很想寻找新
的挑战，陈婉婷没有考虑很久就接受了邀请。
而其实最后当年 9 月份出战亚少赛的时
候，陈婉婷就是带队出征的中国 U16 女足主教
练了。
对于孙雯，
陈婉婷说她就是“传奇”。两人
是 2015 在马来西亚举办的亚足联 A 级教练培
训班上认识的。陈婉婷表示，孙雯给她的影响很
大，
就像姐姐一样，那时每天都会把踢球的经验
传授给她。
“孙雯的眼光比其他人都要更加长远，跟
很多人不太一样。对我来说她是一个非常特别
的人，而且我们两个人想法有不少相同的地
方。”陈婉婷曾这样评价过孙雯。
这次的中国女足选帅，孙雯也是其中的一
位“考官”，
这大概也是陈婉婷有望胜出的原因
之一。
在 U16 女足亚少赛上，陈婉婷带领的中国
队在小组赛中战胜了韩国队和越南队，输给了
实力强大的朝鲜队，以 2 胜 1 负的战绩进入四
强。半决赛上，中国 U16 女足 0:2 不敌日本队
未能晋级决赛，也失去了参加 U17 世青赛的资
格。不过在三四名决赛中，中国队战胜了澳大利
亚队获得了本届赛事的季军。
虽然陈婉婷刚刚度过自己的 33 岁生日，
但理论知识扎实、有着丰富的职业队执教经验，
又和女足国字号有过交集，这些都是她未来执
教中国女足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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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爆 2 注 1000 万头奖
罕见开出前区两组连号 + 后区连号

记者 孙俊毅
晨报讯

10 月 25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21122 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14、
15、26、
27、
29，
后区开出号码 04、05。前区开出 14、
15 和 26、
27 两组连号，后区也开出 04、
05
连号，
这种概率也不多见。
据统计，本期一等奖开出 2 注，均为基
本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000 万元，分落
山西、重庆。上海诞生 1 注二等奖，出自静
安区，采用了追加投注，单注总奖金 21.63
万元。
体彩中心的信息显示，
山西中出的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临汾，中奖彩票为
一张 2 注号码、
4 元投入的单式票。
重庆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渝中区，中

奖彩票为一张 8+3 复式票，共中出一等奖 1
注、二等奖 2 注、四等奖 15 注、五等奖 30
注、六等奖 30 注、八等奖 70 注、九等奖 20
注，单票擒奖 1030 万元。
美中不足的是，由于未采用追加投注，
本期山西临汾、重庆渝中区的幸运购彩者，
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均少拿了 800 万元追加
奖金，
从而无缘单注 1800 万元单注追加封顶
一等奖。

物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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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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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

圆缘苑婚介 瑞缘闸北
婚姻介绍机构规范企业
34 11

913101068324487808

口碑好
成功率高

注册号 ：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C5249 可家访住丁香花园地产商遗孀党员女
护士长退休 67 岁丧偶无孩先夫留下丰厚资
产和多套房寻 87 岁内男速婚(女付)63337606
C5250 可家访子女再孝不如老伴好事业单位退休党员
女77岁丧偶有多套电梯房寻 91 岁内男 （女付)53833358
C5251 急寻共同管理男空姐退役女 37 岁未婚
开电子厂真心寻 67 岁内男帮我(女付)63337606
C5252 悲情貌美主任医生女 61 岁丧偶夫女亡留
企业和赔偿金我已走出痛苦无亲人住静安别墅
觅忠厚帮我男可家访有孩继业 （ 女付 )53833358
C5253 我会给你幸福父母亡无兄妹漂亮音乐女教授

岁未婚继承父母公司股份多房出租独居徐汇
花园房可锻练身体喜欢养花有品位孤独唯缺
男主人诚觅互相关爱男入住急盼 (女付 )63337606

57
271m2

圆缘苑

青 成功率高
56703988 知 名
鸟
： 黄浦区云南南路 180号 508 室淮云大厦 ( 王老师 )
地址
56703990
注册号
事业单位退休女 81 岁丧偶未育肤白漂亮显年
轻独居 3/2 厅房另有房出租经济条件优就是孤
独急寻 90 岁内健康男士速婚 13524180951
国企工作女 45 岁丧偶无孩肤白漂亮有多房
24
条件优觅年长的有缘男士速婚 13524180951
旅游交友相亲活动 丰韵女富商 65 岁丧偶自营公司多年虽富有
房急寻 90 岁内体健男士速婚 13524180951
地址共和新路1209号8号楼511室 但孤独丈夫去世后感到寂寞经济条件优有多
注册号 ：31010101000389495

：310108000200296

子女免费热线:13636664886 中老年介绍到满意为止
规范经营 年老牌婚介
中老年免费热线
:32525697
地址 伊犁南路 号 层明珠大厦 王老师证号
：

绿洲

地址 ：九江路 619 号 1366 室

52733361 13564330778

静 诚信企业
安 交友活动

公益体彩

近日，美国篮球巨星迈克
尔·乔丹在 1984 年穿过的一双球鞋出
现在拉斯维加斯拍卖会上，并以 147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938 万元）高价
成交。
1984 年 ， 乔 丹 作 为 新 秀 首 次 在
NBA 赛场亮相。当年 11 月 1 日，他在
芝加哥公牛队第五场比赛中穿着这双
红白相配的球鞋参加比赛。那场比赛，
乔丹在 33 分钟内得到 17 分、5 个篮板
和 5 次助攻。芝加哥公牛队最终以
129:113 输掉了比赛。比赛结束后，乔
丹在这双球鞋上签名，并送给了掘金队
的一名球童。
也是在那一年，乔丹开始了与球鞋
品牌赞助商的合作，拍卖行拍卖的这
双鞋正是乔丹作为职业选手穿的第
一双篮球系列球鞋，拍卖价格打破了
纪录。
去年，乔丹在比赛中穿过的另一双
篮球系列球鞋出现在佳士得拍卖会上，
当时拍出了 61.5 万美元的高价。那双鞋
是乔丹在 1985 年季前赛中所穿，当时
他随队在意大利比赛，并在扣篮时穿着
这双鞋。由于当时扣篮时，乔丹击碎了篮
板，
直到现在，那双鞋子里还有一块当时
落下的玻璃碎片。
作为历史上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
与乔丹个人有关的藏品屡屡拍出高价。
无论是普通买家，还是顶级收藏家，都对
乔丹的私人物品产生浓厚兴趣。
在今年的另一场拍卖会上，乔丹的
一条内衣短裤以 3341 美元 （折合人民
币约 2.1 万元）成交。据悉，这条短裤来
自乔丹贴身保镖的一位家人。尽管这条
短裤已经有些破损，线头松动，但仍然
抵挡不住粉丝对乔丹物品的热爱。除了
内衣，这位保镖家人还“贡献”了乔丹
的西装、夹克、腰带、领带等私人物品，相
当抢手。
当然，在所有与乔丹相关的拍卖物
品中，
球鞋和球衣都是稀缺品，处于有价
无市的状态。他在 1992 年巴塞罗那奥
运会穿的一双球鞋，曾以 135 万元人民
币售出；一双他在北卡效力时穿着的球
鞋，
以 67 万元人民币成交。
如果有乔丹的签名，那么拍卖品将
更有价值。他在 1984 年奥运会决赛时
穿的比赛用鞋，由于侧面有他的亲笔签
名，拍出了 19.3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23 万元）的高价。
乔丹穿过的球衣在市面上极为稀
有，
拍卖行至今拍过的唯一一件比赛服，
是他在 1996-1997 赛季穿过的战袍，最
终拍出了 28.8 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
190 万元）的高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