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苏荇报道：
新年未有新气象，两届奥运会冠军
林丹新年首站比赛依旧未能摆脱
“一轮游”的命运，昨晚在 2020 年
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首轮比赛，
以 0 比 2 不敌丹麦名将约根森，新
赛季抢分前景不容乐观。

林丹目前奥运积分排名第 22
位， 要想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
格， 一来需要和队友石宇奇竞争，
二来需要提升自身状态， 尽力抢
分， 在 4 月份奥运积分周期截止
前，把排名提升到前 16 以内。

可惜， 林丹在面对约根森时，
拼尽全力也只能以 19 比 21 和 18
比 21 落败。 从比赛过程看，林丹
无论技战术还是体能上， 都呈下
滑趋势。

首轮出局，林丹本站比赛未能
获得积分，1 月份只能寄望在印尼
大师赛和泰国大师赛上重整旗鼓，
再度出发。

对中国男单来说， 好消息是，
石宇奇首轮以 21 比 12 和 22 比
20 战胜中国台北队王子维，挺进第
二轮。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刘
毅报道： 西班牙超级杯首场半
决赛今晨在沙特城市吉达进
行， 皇家马德里以 3 比 1 轻取
上赛季西班牙国王杯冠军瓦伦
西亚， 将与巴塞罗那和马德里
竞技的胜者争夺西超杯冠军。

西班牙足协与沙特签下三
年合约， 把西超杯移师沙特进
行， 每年可以获得 4000 万欧元
的收入。 西超杯原本由上赛季西
甲冠军对阵国王杯冠军，现在扩
军成西甲冠亚军和国王杯冠亚
军共 4 支球队参赛。 巴塞罗那既
是西甲冠军又是国王杯亚军，才
使上赛季西甲季军皇马递补获
得参赛资格。 今晨这场半决赛也
是国王杯冠军首次无法参加西
超杯决赛。

皇马今晨阵容不整，两位明
星前锋本泽马和贝尔因伤缺
阵， 主帅齐达内排出 4-5-1 阵
型， 年轻中锋约维奇出任单箭
头，三名中场克罗斯、伊斯科、
莫德里奇包办三个进球。

皇马在第 15 分钟首开记
录， 德国中场球星克罗斯展示
出高球商， 同时暴露出瓦伦西
亚门将多梅内克的经验不足。
皇马获得角球， 当多梅内克在
指挥队友布防的时候， 克罗斯
快发角球直接破门。 皇马已经
超过 22 年没有角球直接得分，
皇马上次角球直接得分， 远在
1997 年 12 月 14 日，由“左脚能
拉小提琴”的苏克完成。

皇马三名中场球星在第 39
分钟打出配合， 巴尔韦德在底
线附近回传， 莫德里奇射门被
封堵， 伊斯科补射把比分扩大
到 2 比 0。 皇马在第 65 分钟锁
定胜局，约维奇分球发动进攻，
莫德里奇在禁区内潇洒踩单车
虚晃之后， 外脚背弹射打进球
门远角。 伤停补时阶段，皇马队
长拉莫斯在禁区内手球犯规 ，
瓦伦西亚队长帕雷霍主罚点球
命中，比分定格为 3 比 1。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葛万里
报道：“中国移动”2020 年国际
象棋女子世界冠军对抗赛 （棋
后挑战赛 ）昨日在上海棋院战
罢第三局，世界棋后中国名将
居文君与挑战者俄罗斯棋手
戈尔亚奇金娜经过五个多小
时战斗仍未分高下，第三次战
成平手。

昨役，双方在“后翼弃兵”
布局中摆开战阵。 执白先行的

戈尔亚奇金娜在第 18 回合走
出新变化， 盯住黑棋的后翼弱
点不断施加压力， 终于在中心
成功突破， 制造出颇具威胁的
中心通路兵， 局面优势非常明
显。但在第一时限临近时，戈尔
亚奇金娜决定兑子简化局面，
将战斗引入车兵残局， 结果让
经验丰富的居文君借助准确的
防守，令白棋无功而返，不得不
在第 85 回合以和棋收场。

羊城晚报株洲讯 记者葛
万里报道：“华晨新里程 ”第
33 届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
标赛今日在湖南省株洲市美
的万豪酒店拉开战幕，共有来
自全国各地的 51 支代表队参
加角逐。

一年一届的晚报杯全国业
余围棋锦标赛， 是目前国内业
余棋坛举办时间最长、 规模最
大、 水平最高的盛会。 今年是

“晚报杯” 首次落户湖南株洲，
比赛由中国围棋协会、 中国晚
报工作者协会体育新闻分会、
湖南省体育局、 株洲市人民政
府主办， 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
体育局、株洲日报社承办，株洲
晚报执行承办， 株洲华晨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冠名。
本届比赛参赛棋手共 153

人， 其中 6 段以上业余高手超
过半数。 比赛继续采用积分编
排赛制， 但在继承以往赛制优
点的基础上，在赛程设置、规则
等方面也作了改变， 赛程从以
往的八天改为七天，在 13 轮单
循环赛事中将增加两盘快棋，
从而使得整个赛事更具悬念。

经过去年广东省业余围棋
公开赛的选拔， 参加本届晚报
杯的羊城晚报尚道国际队由李
智华 6 段、 郑伯钧 6 段和谭善
文 5 段组成， 他们都是来自广
州的业余强豪， 代表广东业余
围棋的最高水平， 将力争在比
赛中取得好成绩。

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今日在株洲开枰

羊城晚报尚道国际队力争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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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时间 1 月 8 日下
午，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
抵达泰国宋卡， 将现场督
战国奥队的三场小组赛。
陈戌源表示， 韩国队比中
国队更害怕输球， 中国队
球员应该放平心态。

中国国奥队昨晚进行
赛前最后一练。训练前，陈
戌源出现在球场， 并与队
员们一一握手。随后，陈戌
源鼓励球员们放下压力，
放平心态，轻松上阵。

谈到今晚与韩国队的
首场比赛，陈戌源表示，韩
国队的压力更大。 陈戌源
认为， 自从小组抽签结果
出炉后， 外界降低了对国
奥队的期望值， 这反而可
能是一件好事。 而韩国队
已经连续多年出线， 如果
这一次不出线， 反而会背
上包袱。 陈戌源表示，比赛
即将开始， 此时已没必要
再跟球员们交代什么，队
员们自己都很清楚， 也会
争取把比赛打好。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东京奥运会男排亚洲区资
格赛小组赛次轮比赛昨晚在江
门结束， 中国男排以 3 比 2 惊
险战胜中国台北队， 取得两连
胜， 提前一轮与伊朗队携手晋
级四强。 今天 20 时，中国队将
与伊朗队对战，争夺小组第一。
—————————————————————————

这场与中国台北队的对决，
中国队赢得出乎意料地艰难。 值
得点赞的是球队在被逼到悬崖
边上时能够打出血性， 实现逆
转，一改过去关键时刻容易掉链
子的痼疾，但隐忧是球队在核心
二传受伤后，球队进攻组织有所
欠缺，四强阶段面对强队能否顶
住压力，要打上一个问号。

这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 ，
中国队虽然首场比赛赢了哈
萨克斯坦队 ，但第三场面对的
是亚洲霸主伊朗队 ，若不能拿
下中国台北队，出线成疑。

昨晚开局中国队便被对手
打得有点懵， 进攻端输给对手
六分， 发球和拦网环节也落后
于对手。 中国台北队打得巧，快
球，二号位轻抹轻吊，给中国队
的拦防制造了很大压力。 另外，

主力二传詹国俊首场比赛韧带
撕裂，此后几场比赛预计都无法
上阵，对中国队影响较大，无论
是毛天一还是于垚辰，两名替补
二传的分球思路以及质量，都欠
缺一些火候。 这也是接下来几
场比赛中国队最大的隐忧。

幸好， 中国队凭着一股拼
劲拿下了比赛。 自从老帅沈富
麟上任后 ，就一直强调球队要
以精神带动技战术 ，要有凝聚
力，要打出血性。从这两场比赛
可以看出， 中国队在精神面貌
上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

第四局球员和教练在 10
比 13 落后的情况下，替换上阵
的两名老将崔建军和耿鑫一直
在鼓励队友咬住比分，戴卿尧也
在该局独得 6 分 （全场得 20
分）， 帮助球队实现比分逆转。
决胜局中国队也胜在核心球员
及时站出，比如江川在该局一人
独得 6 分（全场得 28 分），成为
最大的功臣，张哲嘉和于垚辰两
轮发球立功，打掉了中国台北队
的士气，把中国男排从悬崖边缘
拉回，实现了自我救赎。

羊城晚报记者 苏荇

今晚，2020 东京奥运会男足亚
洲区预选赛暨 U23 亚洲杯的一场
焦点大战将在泰国宋卡延素拉暖体
育场进行， 中国国奥队将对阵小组
赛第一个对手韩国国奥队。 按照规
则， 在本届比赛中取得前三名的球
队将获得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如果奥运会东道主日本队进入前
三，则前四名球队均可进入奥运会。
中国队要想时隔 12 年后重回奥运
舞台，首先要小组出线。

“死亡之组”强敌环伺
在艰难通过U23亚洲杯预选赛

的考验后， 中国国奥队又在正赛中
被分进了“死亡之组”。 除首轮对手
韩国队外， 国奥队接下来的两个对
手实力也不俗。 乌兹别克斯坦队是
中亚的最强球队， 同时也是上届
U23亚洲杯的冠军得主； 伊朗队虽
然是以第四档球队的身份被分进了
这个小组， 但没有人敢忽视“西亚
狼”的战斗力。

在昨日进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
上还有一个小插曲，韩国媒体向韩国
队主帅金鹤范提问：“中国队在C组中
被视为最弱的对手，球队做了哪些准
备？ ”金鹤范为表示尊重，立刻提醒翻

译：“不要翻译中国队是弱队。 ”
对对手的尊重体现了金鹤范的

个人素养， 但这却不能改变国奥队
在这个小组中缺乏竞争力的事实。
在奥运会足球比赛限制出场球员年
纪之后， 国奥队在奥预赛的舞台上
还从来没有击败过韩国队， 从1992
年的巴塞罗那到2004年的雅典，韩
国队都是中国国奥队冲击奥运会的
“拦路虎”。

本次比赛的赛程安排同样对中
国队不利。 在和韩国队的比赛结束
后， 国奥队将在三天后对阵本小组
实力最强的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
如果国奥队在前两场比赛中遭遇两
连败， 则最后一场对阵实力稍弱的
伊朗队的比赛可能将毫无意义。

主力阵容呼之欲出
国奥队要想在本届比赛中取得

好成绩，首场比赛的战果尤为关键。
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 国奥队主帅
郝伟表示， 球队的主要目标是小组
出线。“我的球员不存在紧张的问
题，他们都很阳光、健康。 我们来到
这里的首要目标就是小组出线，在
此基础上争取拿到奥运会的入场
券。 ”郝伟说。

在本场比赛开始前， 郝伟对国
奥队的大名单做了最终确认。 广州
恒大小将邓宇彪的落选属于正常，
但黄紫昌的位置被刘若钒取代则出
乎了很多人的预料。 郝伟给出的解
释是黄紫昌近期训练状态不佳。

在确定了最终的 23人大名单
后，国奥队的首发阵容呼之欲出。郝
伟在近期比赛中主打4231阵型，张
玉宁将占据主力前锋位置， 在他两
翼的可能是杨立瑜和陈彬彬。 中场
方面， 段刘愚和黄聪这一攻一守的
组合在近几场比赛中表现出色，如
无意外，两人将在今晚继续首发。朱
辰杰是这支国奥队雷打不动的后防
主力， 他的搭档将从杨帆和魏震二
人中选出一个。

韩国队方面，虽然效力于西甲瓦
伦西亚的天才球员李康仁没有归队
参加本次比赛，但他们阵中的绝大多
数队员都在K联赛中表现过自己。

从综合实力上来看，韩国队在中
国队之上，但中国队前场的几名队员
在上赛季的中超联赛中都有过亮眼
表现，冲击力同样不俗。韩国队主攻、
国奥队主守或许是本场比赛的主旋
律， 但国奥队在今晚并不是毫无机
会。 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

国奥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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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男排亚洲区资格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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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林丹一轮游，奥运参赛前景不乐观

转播表
东京奥运男足预选赛
1月9日（星期四）

21时15分 韩国国奥VS中国国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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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赵丹丹 A12·福彩晚好彩晚

中奖福地四次中得大奖
不得了，位于惠东县稔山镇广汕路

74 号的 44080209 号站点， 风水相当
好，是当地名副其实的中奖福地。 据了
解，该旺站曾先后中过 1 次双色球和 3
次南粤风采“36 选 7”一等奖。

这四次大奖分别是 2013 年 3 月，
中出双色球一等奖 2 注， 奖金 1500 多
万元；2013 年 5 月、2016 年 8 月， 各中
出 1 注“南粤风采”36 选 7� 一等奖 500
万元；2019 年 12 月，中出“南粤风采”
36 选 7 一等奖 1 注，奖金 261 万元。

据站点老板吕雪葵介绍，他的站点
于 2005 年开业， 经营时间长达 14 年，
是当地的一家老站点， 固定彩民不少。
由于彩民多为当地居民，且年龄大的老
彩民偏多，很多彩民对本地姜“南粤风
采”36 选 7 感情深厚，尽管福彩票种丰
富多彩，但“南粤风采”的忠实粉丝一直
都在，且为数不少，所以他的站点中出
的三个一等奖都是该票种。

“由于彩民多，原站点面积太小，我
们的站点一年多前从新市场旁搬迁至
此。 原站点位置比较好，在市场旁人流
量大，彩民也比较多。 原以为搬来这里

位置偏一些，彩民会流失，中大奖机会
也会少，看来不是这样，很多老彩民也
依然专程到我这儿购彩，我的站点还是
这么旺。 ”站点老板娘袁碧珠乐得合不
拢嘴地说。

忠实彩民购彩热情不减
近日，幸运中奖者老廖现身惠州市

福彩中心。 他 60 岁出头，穿着朴素，是
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在兑奖室里，老廖带着地方口音跟
福彩工作人员聊起了他 20 年的购彩经
历。“叫我老廖吧！ 我是个农民，家里种

着几亩地，除了干农活，平时没有什么
业余活动， 但是买彩票却是我坚持了
20 年的习惯。 ”老廖介绍说，平时主要
靠种点经济作物来增加收入，家庭收入
不高，又要供几个孩子读书，所以虽然
购彩年头很长， 但是每次投注额都不
高，一直都是买双色球和“南粤风采”36
选 7 这两种票， 少则花 2 元买 1 注，多
的时候也就买个 10 元 8 元， 就是干完
农活后想休息放松一下。

据廖先生描述， 他买彩票不看走势
图，不追号，一般都是拿上一期的号码来
比对选号， 只要上期买过的号码当期就

换掉，反正就是每期都换号。听着老廖那
轻松愉悦的语气， 就能感觉得出期期换
号码或许正是老廖购彩的乐趣所在。

关于奖金的使用，老廖说，农村人
对盖房还是比较讲究的，一般手里有钱
都会首先想着盖新房，另外，他还打算
拿出点钱支持一下每个孩子。他说：“我
们老两口在农村花费不大，他们在外打
拼也不容易，能帮就帮点，反正一家人
平安开心最重要。 ”

“南粤风采”铁粉喜中 261 万元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通讯员 李娜
实习生 陈宛琦 陈晓璇 插图：采采

2019 年 12
月 20 日，“南粤风
采 36 选 7” 第
2019340 期开奖，
当期的开奖号码
为 08、22、03、
24、32、35， 特别
号码为 29。 经检
索， 广东中出的 1
注一等奖花落惠
州市， 惠州市的
中奖彩票是一张
8 元 4 注单式票，
大奖出自惠东县
稔山镇。

36 选 7：12、
16、19、24、28、30、
32。

双 色 球 ：10、
16、20、24、28、30
后区：02、06、07。

福 彩 3D：03、
06、08。 （安颖）

金
手
指

大号热出
偶数强势

———析福彩
玩法走势

图里有

“宝”
可微信
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