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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昨天，一位 58 岁

的老将成为了焦点人物，当然她

也曾经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一员。

她就是和队友一起晋级本届世乒

赛女双四强的非夏莲。今年夏天

的东京已经是代表卢森堡参赛的

非夏莲第五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赛

场上，这次在美国非夏莲参加了

女单和女双的比赛。

女单的较量中，非夏莲接连

战胜意大利和克罗地亚对手后，

在第三轮不敌已经杀入本届比赛

四强的中国选手王艺迪。而在女

双的比赛中，非夏莲和队友纳特

的表现十分出色。她们连克强敌，

并在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四分之

一决赛中，战胜了印度组合巴特

拉 /卡玛丝，挺进四强。由于世乒

赛没有三四名决赛，即便没能闯

进决赛，非夏莲和纳特也已经确

保了一块女双铜牌，而这也是卢

森堡历史上的第一块世乒赛奖

牌。此外，这也是非夏莲时隔 38

年之后将再一次站上世乒赛的领

奖台。1983 年的世乒赛上，非夏

莲是中国队获得女团冠军的一

员，并和郭跃华合作拿到了混双

金牌，并且也还得到了女双铜牌。

赛后非夏莲表示，虽然自己

创造了卢森堡乒乓球的历史，但

她首先还是要感谢以前的老师、

教练，以及祖国对她的培养，“真

没有想到，38 年之后还能站上领

奖台，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

的。现在，我在卢森堡被载入史册

了，不是代表我一个人，是代表我

们中国人。我永远是一个中国人

的形象，所以我觉得很光荣，也很

自豪。乒乓球可以打到这个份上

我们真的很幸福，我很感谢，也很

感恩。”

非夏莲的女双搭档纳特今年

29 岁，年龄正好是她的一半，这

也让非夏莲感到很欣慰，“我的

队友打得非常好。这么多年我们

一起奋斗，终于有了今天的成果。

这个孩子跟我儿子一样大，我从

小看着她长大，一起经历了很多

大大小小的比赛，一起走过了很

多艰难的路，经历了很多开心和

痛苦。今天她的内心那么强大，跟

这么多年来的努力是分不开

的。”

卢森堡队的教练尼尔森，也

是非夏莲的丈夫，还是她们的陪

练。“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

还有我可爱的老公，也是很了不

起。他默默地在为我们付出，为我

们陪练。”

非夏莲改写了卢森堡乒乓球

的历史，尼日利亚的非洲乒乓球

一哥阿鲁纳也差点创造非洲选手

在世乒赛历史上的最佳成绩。

这位出道时被誉为“世界第

一正手”的非洲乒乓球运动员曾

经在 2016 年的里约奥运会上连

克波尔和庄智渊两位世界冠军杀

入男单 8 强震惊了世界乒坛，这

也是非洲选手在奥运会乒乓球赛

场上的最好成绩。

阿鲁纳目前男单世界排名第

17，也是非洲乒乓球选手的历史

最高排名。今年东京奥运会前他

就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遇到中

国选手就要去战胜对手。不过由

于表现不佳，他早早出局，根本连

中国高手的面都没有碰到。

这次的世乒赛，阿鲁纳状态

明显回升，一路闯关进入了八强，

追平了自己在世乒赛上个人最好

成绩，也是非洲选手的最好成绩。

原本阿鲁纳有希望能够继续

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位杀入乒乓

球世界顶级大赛四强、站上领奖

台的非洲运动员。但可惜的是，他

在昨天和瑞典新星莫雷加德的四

分之一决赛中 2∶4 遗憾告负，未

能更进一步。

晨报记者孙俊毅报道 11 月

28 日，胜负彩第 21144 期开奖结

果出炉，全国开出唯一一注一等奖，

奖金达到封顶的 500 万元，尤文图

斯主场输球成为本期最大冷门。

本期 14 场胜负彩全部来自欧

洲联赛，包括 4场英超、4场德甲、4

场意甲和 2场西甲。

根据体彩中心的公告，本期 14

场胜负彩开出 1 注一等奖，奖金达

500 万元，多达 1055 万滚存至第

21145 期；二等奖开出 92 注，每注

奖金 72444 元。任九开出 1584 注，

每注奖金 11383 元。

上一次 14 场胜负彩开出 500

万是在 11 月 8 日的第 21135 期。

时隔 20 天后，胜负彩再次开出封

顶大奖。

赛果方面，英超水晶宫 1 比 2

不敌维拉，利物浦 4 比 0 南安普

顿，诺维奇 0比 0狼队，布莱顿 0

比 0 利兹联；德甲科隆 4 比 1 门

兴，柏林赫塔 1 比 1 奥格斯堡，波

鸿 2比 1 弗莱堡，沃尔夫斯堡 1 比

3多特蒙德；意甲恩波利 2比 1 佛

罗伦萨，桑普多利亚 3 比 1 维罗

纳，尤文图斯 0 比 1 亚特兰大，威

尼斯 0比 2国米；西甲瓦伦西亚 1

比 1 巴列卡诺，比利亚雷亚尔 1 比

3巴萨。

根据体彩中心的冷门排行榜，

尤文图斯主场 0 比 1 不敌亚特兰

大名列冷门榜第一位，全国猜主胜

比例达 53.39%，猜主负比例仅

17.4%。

尤文图斯主场输给亚特兰大，

在球队 32 年历史上还是首次。自

从 1989 年 10 月以来，尤文图斯

从未在主场输给过这个对手。同

时，尤文图斯本赛季前 14 轮只拿

到 21 分，是球队近 23 年以来同

时期最低的一次。尤文图斯在意甲

赛季前 7 个主场输掉 3 场比赛，

也是自 1956 年以来首次出现这

种情况。正因为其糟糕表现，本赛

季尤文图斯已经屡次贡献足彩的

最大冷门。

冷门榜排名第二的比赛也属于

意甲———恩波利主场 2 比 1 逆转

佛罗伦萨，全国猜主胜比例为

17.65%，而猜主负比例为 60.93%。

冷门第三位则属于英超的水晶宫主

场输给维拉，猜主负比例为

20.38%。

足彩爆唯一 1注 500万

尤文又贡献最大冷门

休斯敦世乒赛激战正酣

他们也在创造历史

晨报记者 俞 炯

2021休斯敦世乒赛激战正酣，实力超群、表现出色的中国选手，自然是受到了场内外的

最大关注。 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选手也在赛场上迎来了自己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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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俞 炯

继在日本仙台击败主队日本队

之后，中国队昨晚在男篮世界杯预

选赛背靠背的一场比赛中，再度客

场战胜日本队，比分为 106∶73，中

国队大胜 33分。

中国队用一场“三分雨”浇灭

了日本队要报一箭之仇的想法。本

场比赛，中国队一共投中了 14 个

三分球，其中赵睿的三分球 9投 6

中，他个人砍下了全场最高的 27

分。

由于在两队第一场比赛中扭

伤了脚踝，虽然中国队的主力中

锋周琦进入了比赛大名单，但并

没有出场。上海大鲨鱼男篮的王

哲林代替周琦成为了球队的首发

中锋，拿下 6 分、8 个篮板，还有

1 次盖帽。中国队其他四名首发

球员是控球后卫赵继伟、得分后

卫郭艾伦、小前锋周鹏和大前锋

胡金秋。

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后面的比

赛中，中国队还将和同组的澳大利

亚队、中国台北队过招。

男篮世界杯预选赛

中国“三分雨”再胜日本
物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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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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17!!984 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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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33361 13564330778

绿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物资回收
C5364 可家访党员供电局退休女 77 岁丧偶无孩先
夫留下丰厚资产和房寻 91 岁内男(女付)63337606

C5365 三甲医院药房退休女 71 岁丧
偶健康贤惠多房寻缘（女付)53833358

C5366 美丽依旧孤单女中医的期待 67 岁
未婚中医世家兼批发名贵药材生意静安徐
汇有房觅同样寂寞孤独男彼此感情寄托我
不图你财物一切费用我来(女付)63337606

C5367 求圆母亲梦美丽女护士 37 岁未婚父母留下
工厂急寻有爱心 67 岁内帮管男 （女付 )53833358

C5368 不计条件人到中年想有个温馨的港湾貌美
女公务员退休 57 岁丧偶先夫地产商另投资工厂
和房及商铺住宅无负担寻真心相伴来我家入住脾
气好男士旅游可速婚费用我来 (女付 )63337606

公益体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