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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 日电 国际乒联 1
日消息，2021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世乒
赛）参赛球员名单已全部确认。
世乒赛单项赛将于本月 23日至 29日

在美国休斯敦举行，这是世乒赛首次落户
美洲。国际乒联称，51 个报名参赛的成员
协会均已递交选手名单。
男单方面，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将

与周启豪、林高远、王楚钦以及梁靖崑代表
中国队出征。张本智和将与丹羽孝希、宇田
幸矢、森园政崇和户上隼辅代表日本队参
赛。德国队阵容包括“乒坛常青树”波尔，
以及弗朗西斯卡、杜达。参加本届世乒赛男
单项目的名将还包括巴西的卡尔德拉诺，
以及 2019 年布达佩斯世乒赛亚军、瑞典
运动员法尔克。
女单赛场同样充满看点，世界排名前十

的选手中，七位将在休斯敦一较高下。世界排
名前两位的中国队选手陈梦和孙颖莎有望再
次展开巅峰对决。两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
世界排名第三的日本名将伊藤美诚，后者在
今年3月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
中东赛事汇中连夺两站赛事女单冠军，还搭
档水谷隼夺得东京奥运会混双金牌。

新华社马德里 11 月 1 日电 巴塞罗
那俱乐部 1日宣布，在上周末比赛中出现
不适症状的阿圭罗将缺阵至少三个月。

巴萨俱乐部在当日发布的公告中称：
阿圭罗目前正在接受诊断和治疗，他将暂
时缺阵；接下来的三个月内，俱乐部将评估
治疗的有效性，以确定他的康复进程。
阿圭罗在 30日西甲第 12轮巴塞罗那

对阿拉维斯的比赛中突感不适，并于上半时
结束前被库蒂尼奥替下。随后阿根廷人被迅
速转移到医院接受检查。据西班牙媒体分
析，阿圭罗当时的症状或是心律失常引起。

对于自己的状况和康复前景，阿圭罗
本人表示乐观。1日，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称：“我现在情况很好，我将振奋精神来面
对康复进程。我还想感谢大家给我发来那
么多表达支持和爱的讯息，这些让我的心
脏今天变得更为强大。”

晨报记者孙俊毅报道 11 月 1 日晚，
体彩大乐透第 21125 期开奖，开奖号码
为：前区 17、19、21、27、31，后区 04、09。
本期前区全部为单数，且前三位构成

等差数列，增加了中奖难度。据统计，本期
开出 1注基本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000
万元，落户贵州。
体彩中心的信息显示，贵州中出的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遵义，中奖
彩票是一张 3注号码、6元投入的单式票。
由于未采用追加投注，遵义的这位彩

民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少拿了 800 万元追
加奖金，从而无缘单注 1800 万元追加封
顶一等奖。
本期二等奖开出 103 注，单注奖金

13.16 万余元；其中 30 注采用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 10.53 万余元。追加后，二等
奖单注总奖金 23.70 万元。
上海本期无缘一二等奖。

休斯敦世乒赛参赛名单确认

巴萨俱乐部确认
阿圭罗将缺阵三个月

大乐透开出 1注 1000万
前区全单数惊现等差数列

晨报记者 王 嫣

这个周末，2021 赛季 F1 墨西哥
站即将打响。这是被封为 F1 史上最精
彩最刺激的赛季之一，车队冠军是梅赛
德斯奔驰还是红牛，车手冠军是汉密尔
顿第八冠创历史还是维斯塔潘夺首冠
从而为 F1 开启更年轻的时代，就看这
最后五站了。
目前的车队积分榜上，梅奔 460.5

对红牛 437.5，领先 23 分；但车手积分
榜上，红牛车手维斯塔潘 287.5 对汉密
尔顿 275.5，领先了 12 分。虽说后面还
有 5轮比赛，但这个赛季两个人就没
拉开过差距。

美国站的周末很能反映维斯塔潘
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剑拔弩张。第二次练
习赛，两个人在赛道上就较上劲儿了，
互相超车。最后汉密尔顿利用内线优
势，在 1 号弯逼维斯塔潘让出位置，维
斯塔潘气得在后面竖起中指，还在车队
广播里骂：“傻X白痴！”
然后车迷们看到维斯塔潘在排位赛

跑赢了汉密尔顿，正赛发车汉密尔顿又在
1号弯超车成功，实力演绎“你大爷就是
你大爷”。但红牛和维斯塔潘又祭出了搏
命式的进站策略，两次早进站换胎，要么
赢要么输。其实梅奔依然是手握钥匙的那
个，但第一次进站他们选择晚进3圈，让
红牛超上第一并拉出6.7秒的优势；第二

次他们决定晚进6圈，汉密尔顿又拖了两
圈，并放话“最后3圈有好戏上演”。但他
最终没能在比赛结束前追上维斯塔潘，原
本落后6分翻了个倍。
过去的这一个星期，梅奔和红牛都

在放狠话。退役冠军罗斯伯格说，看好
汉密尔顿拿第 8 个冠军。汉密尔顿本
人更说，自己从 10 岁开始鏖战无数，
言下之意维斯塔潘还威胁不到他。
但红牛车队顾问马尔科也底气十

足，“要不是维斯塔潘因为其他人的原
因损失了 50 个积分，他早就毙掉冠军
悬念了。”马尔科指的是今年英国站维
斯塔潘第一圈跟汉密尔顿撞车后退赛，
被对手直接拉掉 25 分；而阿塞拜疆站
维斯塔潘在领先位置上爆胎退赛，匈牙
利站又被梅奔的博塔斯撞出赛道，最后
只拿到 2分。

过去的已经过去，嘴炮也算不上生
产力，那就说点有技术含量的。在汉密
尔顿的拳头和维斯塔潘的中指之下，最
后 5站梅奔和红牛都还有哪些底牌？
2021 赛季，红牛回到了第一梯队，

跟梅奔之间的围场互斗就没停过。奔驰
成功砍掉了红牛的尾翼，红牛又反过来
攻击了奔驰的悬挂。就连两家车队的维
修区，戏都比以往更多了。美国大奖赛
之前最大的话题就是梅奔的后悬挂，直
道降低车身降低阻力，弯道升高车身增
加下压力和扩散器容量。这个设计当然
引起了争议，可能违反了“禁止主动可
变悬挂”的规则，但仔细查下来这是通
过空气动力技术达成的，10 支车队中

8支都在用。
那么问题来了，谁没有用呢？谁投

诉就谁没有用呗，自然是红牛和小红
牛。为什么不用？当然是空气动力学系
统设计不太一样，用不上啊。

但美国站的比赛也揭示了另一件
事，梅奔的稳定性还是存疑。之前梅奔
为博塔斯换了 6 套内燃机，让人怀疑
赛车的稳定性。但内行还是能看出这是
梅奔在探索引擎的新极限，以备汉密尔
顿在关键时刻能采用。
不过美国站，托托·沃尔夫承认，

W12S的底板需要调高，以降低颠簸对
赛车的损害。我们看到练习赛和排位赛
的数据对比，周五练习赛博塔斯和汉密
尔顿的单圈都在 1 分 35 秒内，比维斯
塔潘快了几乎一秒。周六排位赛，红牛
跑出了 1分 32 秒 910 的成绩，比汉密
尔顿更快，而红牛二号车手佩雷斯也只
比汉密尔顿慢了 0.015 秒，差点就让红
牛包揽了第一排。
红牛的赛车“提速”，尤其是二号车

手佩雷斯在近两站比赛中排位赛和正赛
成绩的提升，要归功于大师纽维的“复
出”。前阵子纽维自行车车祸，做了几场
手术。但在土耳其站他回到了围场，马上
发现了赛车的问题———土耳其之前，佩
雷斯一共上过两次领奖台；土耳其、美国
两站，佩雷斯都站上了领奖台。
赛季最后 5 站，红牛和梅奔必然

“ALL IN”。维斯塔潘要跟汉密尔顿
争冠军，二号车手佩雷斯也要跟博塔斯
拼分数。墨西哥人若能充分挖潜，倒是
红牛车队最强力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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