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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甘 慧

10月 29 日下午，申花将再战深圳，进行足协
杯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的角逐。在双方首回合
的比赛中，申花 1∶0 小胜，所以第二回合的比赛非
常关键。
虽然首回合比赛申花赢得了胜利，占得了先

机，但是球队代理主教练毛毅军非常清醒，他明确
表示，第二回合的比赛才是双方真正的较量。毛毅
军说，“球队取得了首回合胜利，当然只是暂时领
先，第二回合才是真正较量，对方肯定会给我们施
加压力，我们会做好准备。”
从双方首回合的比赛看，深圳队是一支明显

“头重脚轻”的球队，球队进攻端由于拥有阿奇姆
彭和卡尔德克这样出色的外援而颇具特点，但防
守端却是漏洞比较多。申花所打入的进球，是利用
一次反击的机会，通过约尼奇直
接从后场大脚传递，

于汉超单骑闯关得手的。谈到第二回合的战术策
略，深圳队主教练卡洛斯表示，“我们也不知道比
赛进程会如何发展。但我们肯定不会缩在后面打
反击，我们是积极主动进攻的球队。我们喜欢获得
球权，在对方半场进攻。这一定有风险，我们会冷
静踢好次回合，我们还有 90 分钟去逆转。我们要
学会阅读比赛，实现目标。次回合肯定很精彩，不
光是技战术，也在于战斗精神上。”
这是申花本赛季第二次遇到保平就能晋级的

情况。上一次是中超联赛第一阶段最后一轮，球队
只要战平北京国安，就能确保晋级联赛争冠组。不
过，关键时刻申花掉了链子，开场 15 分钟连丢 3
球，最终不敌国安，掉入保级组。申花应
该汲取上一次的教训，不要
再痛失好机会。

打平就能晋级，申花切勿痛失好局

晨报记者 王 嫣

上海迎接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 100 天
主题活动昨天上午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下城市广
场举行。在这一天的体验时间里，市民朋友们可
以实地体验越野滑雪模拟机、陆地冰壶，与真实
雪车以及东方明珠电视塔来个“世纪同框”，还
可以看展“涨冰雪运动的知识”。
陆地冰壶两三平方米的场地周围，吸引了

一圈前来体验的市民。上海冰壶协会冰壶教练

曹熠伦介绍，陆地冰壶优点是占地小、投入小，
学习简单、维护打理也非常方便，更利于在学校
推广。“它可以作为冰壶的辅助推广，可以从陆
地冰壶来发展孩子们对冰壶的兴趣。虽然冰壶
有滑行，陆地冰壶没有，但投球的角度、战术思
想都是一样的。目前上海已经有十多所学校引
进了陆地冰壶项目。”
而活动现场展示的这台单人雪车，是从北京

延庆赛道特意“请”来上海的。雪车项目被誉为
“雪上 F1”，是冬奥项目里的速度之王，时速最

高可达到每小时150多公里。为了更好地让上海
市民了解雪车这个具有魅力的项目，了解到上海
与雪车的不解情缘，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大力支持本次活动，将这台体积不大重量惊
人的雪车不远千里用集装箱运到了上海。
从 10 月 27 日开始，上海也将进入“冬奥

时间”，上海各冰雪场馆、冰雪社会组织、冰雪
示范学校、传统学校热情高涨，他们将在 100
天里策划各类具有自身特色、主题鲜明的迎冬
奥活动，做到 100 天里天天有场馆开放、周周

有冰雪活动、月月有冰雪赛事。在 100 天里带
动 100万人次参与冰雪运动。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100 天之际，“上海体

育冰雪专项券”也正式上线，每天 8点、12 点、
18 天发放，面值包括 30 元、50 元、80 元。每位
市民每周最多可以领取 3张，每日最多可以使
用 1张，每周可以使用 3张，先领先得（冰雪专
项券领用规则、领取额度与通用券分开计算），
消费时直接抵扣，享受优惠。冰雪专项券有效期
为 7天，从领取时开始计算。

上海进入“冬奥时间” 100天带动 100万人次参与冰雪运动

晨报记者 俞 炯

上周日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回合的比
赛，上海海港凭借吕文君、李申圆和刘祝润的进
球，3∶0 战胜了大连人。本周五晚上 7 点半，两队
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也将打响。手握三
球优势的海港队，只要正常发挥，肯定将晋级本年
度足协杯的四强。
不过，海港队主教练莱科在昨天下午的赛前

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杯赛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足球比赛总会有很多的可能性。现在还有 90 分
钟的比赛要踢，我们要比上一场做得更好。所以这

两天我们分析了和大连人上一场
比赛的录像，教练组也和球员
们进行了谈话，让他们知道
杯赛的每一场比赛都很重
要，宁愿不要有意外的事情
发生。”
带着 3∶0 的比分进入第

二回合的较量，莱科还是希望看到球员们在场
上百分之百地去拼，“如果他们没有做到，我会
很伤心。我们应该尊重对手、尊重比赛，相信球
员们会展现他们职业的一面，他们也都是热爱
足球的人。”
海港队这边还在担心意外，他们的对手大

连人倒是已基本放弃了幻想。主教练何塞虽
然表示首回合结果令人痛心，他并不觉
得对手在比赛中展现出了比大连人更强
的实力，“但海港队被人看好，晋级也是
正常的。我们会根据这个情况进行调
整，可能会派出很多年轻球员。这也是
我带万钰来出席赛前发布会的原因，他
才 19岁。”
即使本就是全华班的对手这次还

可能用“青年队”出战，海港队主帅莱
科还是表示如果这场比赛年轻球员想
要获得更多的出场机会和时间，就要
靠他们在平时训练中的表现来争取。

手握三球优势，海港次回合依旧不松懈

10月 29 日 星期五 15:30
足协杯 1/4 决赛次回合

深圳 VS 上海申花

10月 29 日 星期五 19:30
足协杯 1/4 决赛次回合

上海海港 VS 大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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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反兴奋剂备战冲刺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7 日电 距离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开幕只有不到 100 天，中国军团的冬奥
会反兴奋剂备战也进入冲刺阶段。据国家体育总
局反兴奋剂中心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冬奥会备
战兴奋剂检查总例数已突破 4000 例，从现在到
运动员进村，还将实施超过 2000 例检查。

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主任陈志宇表
示，中心在全面总结、汲取备战东京奥运会史上
最严反兴奋剂工作成功经验基础上，结合冬季项
目备战的特点，制定了“更严”的北京冬奥会反
兴奋剂工作方案和措施，以“零容忍”的态度全
力实现北京冬奥会兴奋剂问题“零出现”目标。

据中心介绍，对冬奥会备战运动员的兴奋剂
检查工作自 2018 年 3月启动，将成为中国史上
最长的备战奥运会反兴奋剂工作周期。截至目
前，北京冬奥会备战检查总例数已突破 4000 例。
从现在到运动员进村，还将实施超过 2000 例检
查；最后阶段将实施 3轮全类型检测的筛查，确
保兴奋剂检查检测“全周期、全过程、无死角”。

北京冬奥会将是首个正式实施干血点检查、
检测的国际综合性赛事。作为这项技术的重要发
起方和研发方，中心在备战东京奥运会和陕西全
运会赛时正式应用了干血点检测，并将在备战北
京冬奥会监控工作中继续全面应用这项技术。
除了严格检查，中心通过“纵横交叉、上下联

动”全覆盖的反兴奋剂组织体系，全面发挥加强
国家队兴奋剂风险防控体系管理效能，编发一系
列指导性文件，为所有备战北京冬奥会的 29 支
国家队提供针对性工作方法和实用工具。

此外，中心提供兼具针对性、趣味性和互动性
的反兴奋剂教育，并从今年4月份启动备战北京冬
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反兴奋剂教育参赛资格准入
工作，只有通过反兴奋剂教育资格准入的运动员和
辅助人员才能获得参赛资格。目前已经有1185人
参加了此次准入工作，其中包括运动员517人。

与此同时，“食品、药品、营养品”三品防控
也是反兴奋剂备战期间的重要任务。中心增加了
食品和药品检测窗口并提升检测灵敏度，组织专
家组会议审核冬奥备战相关药品清单以保障运
动员用药安全，并开发《运动员安全用药查询系
统》，系统自 2021 年 2 月上线以来，共有 4.8 万
人查询 10万余次。

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
攀岩赛奉贤站收官

晨报记者黄宇龙报道 2021 年上海市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联赛攀岩赛第三站日前在奉贤区奉贤
体育中心攀岩馆收官。110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
设有难度和趣味两个项目，分A、B、C三个组别，所
有运动员通过当日的成绩获得积分来排定名次，同
时决出个人年度总排名、单位年度总排名。
今年的攀岩俱乐部联赛为期半年，吸引了沪

上各大俱乐部前来参加。参赛的小运动员，很多已
经坚持攀岩训练有几年，小有成效；而孩子坚持的
背后，是来自于父母的鼓励。不少家长自己也是资
深攀岩爱好者，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机会去参
加全运会乃至奥运会。家长们表示，原来专注于孩
子的学习，现在“双减”政策让孩子们有了更多的
课余闲暇时间，也愿意让孩子参与到体育运动中
去，强健体魄、锻炼意志，熟练掌握一项体育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