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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孙俊毅

10月 30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21124 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10、
17、22、25、35，后区开出号码 07、
09。
据统计，本期一等奖开出 3注。

其中，1注为 1800 万元 （含 800 万
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出自
黑龙江；2注为 1000 万元基本投注
一等奖，全部出自河南。
体彩中心的信息显示，黑龙江

中出的 1800 万元追加投注一等奖
出自绥化，中奖彩票为一张 6+2 复
式追加票，投入 18 元，共中出一等
奖 1 注、四等奖 5 注，单票擒奖
1801 万元。
河南中出的 2注 1000 万元基

本投注一等奖分落郑州、洛阳。郑州
中出的，是一张 3注号码、6元投入
的单式票。洛阳中出的，是一张 5

注号码、10元投入的单式票。
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来自黑

龙江绥化的幸运购彩者，在单注一
等奖方面多拿了 800 万元追加奖
金，从而使得单注一等奖总奖金达
到封顶的 1800 万元。
上海本期无缘一等奖，诞生 4

注二等奖，2注落入松江，另外 2注
分别出自普陀和市属渠道。4 注都
采用了追加投注，单注总奖金
31.12 万元。
据统计，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12.39 亿元滚存至 11 月 1 日
（周一）开奖的第 21125 期。

新华社温哥华 10 月 31 日电

2021-2022 赛季花样滑冰大
奖赛加拿大站的比赛当地时间 30
日晚在温哥华落幕，两度世界冠军
隋文静 / 韩聪以超第二名近 31 分
的优势夺得双人滑冠军，美国华裔
陈巍、俄罗斯 15 岁的天才少女卡
米拉·瓦里耶娃分别摘得男、女单人
滑桂冠，加拿大名将吉尔斯 /鲍伊
里尔获得冰舞冠军。
伴随着二人 2017 年曾滑过的

曲目《忧愁河上的金桥》，隋文静和

韩聪出色完成了捻转三周、后外点
冰三周接两周再接两周连跳、抛跳
三周，最大的瑕疵出现在隋文静后
内结环三周单跳的落冰动作上。他
们的自由滑最终得到 145.11 分，加
上前一天的短节目得分 78.94 分，
总分 224.05 分，提高了自己的本赛
季得分纪录。
俄罗斯组合帕夫柳琴科 /霍杜

金、美国组合凯恩 /勒杜克分别以
193.08 和 189.90 的总分获银牌和
铜牌。
赛后解释自由滑曲目旧曲新编

的用意时，韩聪说：“这个音乐我们
只用过两场，所以想，不如再用一
次。当年编舞的时候隋文静刚做手
术，我就像一座桥等她归来；今年我
们重新选用这首曲子，因为我在去
年也做了一个手术，这次小隋变成
了我的桥梁，支撑着我们。”

隋文静说：“这个故事（不仅是
我们俩的），也是每一个人的。因为
现阶段其实有很多困难，我们在泡
泡（疫情防控闭环管理）里，见不到
外面的朋友和家人，但心里都是有
支柱的。他们在远方，甚至在大洋彼

岸，但我们的心都是在一起的，也希
望我们可以更团结，这也是奥林匹
克格言的新内容。”
这是隋韩第四次参加大奖赛加

拿大站的比赛，此前的三次征战中他
们都获得第二名。这对平昌奥运会的
银牌组合在今年年初的世锦赛上获
得亚军，本赛季则参加了亚洲公开赛
暨北京冬奥会测试赛并夺冠，加拿大
站是他们的新赛季大奖赛首秀。

陈巍领衔的男单比赛中，另一
名美国选手杰森·布朗和 18 岁的
俄罗斯新秀叶甫根尼·谢梅年科分

获亚军和季军。俄罗斯女将则包揽
了女单前三名，复出的前世锦赛冠
军图克塔米舍娃以超过 30 分的差
距落后于瓦里耶娃，获得亚军，两个
赛季前的欧洲冠军科斯托娜娅获得
第三名。
隋文静 /韩聪也是本站大奖赛

唯一参赛的中国队选手。接下来，他
们将前往意大利都灵，参加下周在
那里举行的大奖赛意大利站，彭程
/ 金杨、金博洋、王诗玥 / 柳鑫宇、
陈宏 /孙茁鸣、陈昱东、朱易等中国
选手也将出席该站比赛。

领先亚军 31分 “葱桶”组合首夺花滑大奖赛加拿大站冠军

王哲林内线强悍
外援创得分新高

大鲨鱼三年来首胜北京

大乐透爆 1注 1800 万 +2注 1000 万

其中 1800万来自 18元复式追加票

曼联完胜热刺 曼城不敌水晶宫

晨报记者 俞 炯

上海大鲨鱼男篮在 CBA 中上
一次战胜北京队还要追溯到 2018
年。在此后三年里，大鲨鱼在和北
京队的比赛中遭遇了 13 连败，包
括了新赛季常规赛第三轮。昨天，
这样的尴尬纪录终于被大鲨鱼自
己打破了。在本赛季 CBA常规赛
第七轮的比赛中，大鲨鱼凭借着核
心球员的强势表现，以 105∶86 大胜
北京队 19分，取得三连胜。
报仇心切的大鲨鱼在比赛一

开始就在比分上压制住了北京队。
面对对方的强悍防守，大鲨鱼的球
员同样毫不退让。尤其是主力中锋
王哲林打出了新赛季开始至今最
强硬的一场比赛，频频在内线强攻
对方篮下。第一节他就拿到了 12

分和 6 个篮板，帮助球队以 30∶25
领先。本节小将郭昊文也得到了 10
分，他的突破让北京队有些无所适
从。
北京队的防守压迫性强容易犯

规，大鲨鱼能尽快确立领先优势，也
和他们本场超高的罚球命中率有
关。在第一节，全队 12罚 12中，罚
球命中率高达 100%；而且整个上
半场，大鲨鱼也仅仅罚丢了一个球。
北京队因此在防守上变得有些畏首
畏尾，这让大鲨鱼的进攻更加有发
挥的空间。

在内线优势巨大的情况下，王
哲林被主教练李春江更多地留在场
上。上半场“大王”打了近 20 分
钟，是赛季开始以来最长的时间。
大鲨鱼的外援富兰克林则是打

出了加盟球队以来的最佳表现。第二
节正是他连投两个三分球，将两队分
差拉开到两位数，让对手不得不叫了
暂停。暂停结束之后，大鲨鱼和北京
队展开三分球大战。虽然北京队的刘
晓宇连续命中三个三分球，但大鲨鱼
这边也是一一给出回应，郭昊文、宗
赞、富兰克林和罗汉琛相继投中三分
球。不但顶住了对手的反扑，还进一
步扩大了领先优势。
此外，大鲨鱼还很好地控制了

全队的失误次数，和以往动不动第
一节就失误高达七八次相比，本场
比赛前两节过后，他们的失误只有
3次。在全队都表现出色的情况下，
大鲨鱼带着 14 分优势进入到下半
场比赛。
第三节和第四节前半段，大鲨

鱼还是在富兰克林和王哲林的带领
下，内外线一起发威，基本没有给北
京队什么反扑的机会，两队分差一
度被扩大到了 20 分以上。最终大
鲨鱼守住了这场胜利，也在新赛季
常规赛前七轮比赛中，第一次战胜
了联盟中真正的强队。目前，上海男
篮本赛季的战绩为 5胜 2负。
富兰克林状态恢复良好，得到

了加盟大鲨鱼后单场最高的 33 分
（投中 6 个三分球），此外还有 8 个
篮板、9次助攻和 1次抢断。王哲林
的数据是 25 分、16 个篮板、2 次助
攻、1次抢断和 2次盖帽，他甚至还
在比赛中投中了一个三分球。大鲨
鱼队中得分第三高的是首发的小将
郭昊文，全场砍下 21 分，有 3 个篮
板和 2次助攻。
下一轮，上海大鲨鱼男篮将在

11月 3日晚上 7点 35 分对阵青岛
队。

新华社伦敦 10 月 30 日电

前一轮被利物浦碾压的曼联
30 日客场 3∶0 完胜热刺，为主帅索
尔斯克亚“续命”。卫冕冠军曼城则
主场 0∶2 不敌水晶宫，在本赛季的
英超联赛第二次落败。
主场 0∶5 惨败给利物浦的比赛

让索尔斯克亚处于“下课”边缘，为
此他在南下伦敦对阵热刺的比赛中
明显排出了更重防守的阵容，前场
则让 C 罗和卡瓦尼两位久经沙场
的老将搭档。第 39分钟，费尔南德
斯禁区前沿送出过顶妙传，皮球找
到禁区内前插的C罗，36岁的葡萄
牙巨星小角度凌空抽射破网，为曼

联力拔头筹。
第 64 分钟，费尔南德斯中场

抢断后将球交给 C罗，C罗巧妙摆
脱防守后直塞卡瓦尼，乌拉圭人单
刀冷静搓射将比分改写为 2∶0。连
遭打击的热刺无力还以颜色，而终
场前他们的后防再次出现空当，被
替补上场的拉什福德推射远角命
中。
曼联下一轮就将遭遇同城劲敌

曼城。“蓝月亮”本周过得极其糟
糕，周中联赛杯经点球大战被西汉
姆联拦在八强之外，如今又遭遇英
超 10 轮以来的第二场失利，而对
手水晶宫之前 9 场比赛只取得一
胜。
开场仅 6 分钟，曼城后场拉波

特传球失误，扎哈禁区内低射远角
为水晶宫力拔头筹。上半场补时阶
段，拉波特禁区内放倒扎哈，被裁判
直接红牌罚下。曼城支撑到第 88
分钟还是被水晶宫再下一城，主场
0∶2 落败。

由于利物浦同日被布莱顿连追
两球 2∶2 逼平，切尔西在 3∶0 完胜
纽卡斯尔联后以更大优势领跑。他
们领先第二名“红军”3分，比第三
名曼城多 5分。
阿森纳依靠门将的神勇发挥客

场 2∶0 力压莱斯特城，在三连败的
开局过后已 5胜 2 平 7 轮不败，不
声不响地追至与第五名曼联同分，
暂列第六。
另外，伯恩利 3∶1 送走“升班

马”布伦特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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