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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失控 重蹈覆辙
广州富力昨日少打两人，再次不敌河南建业无缘前十

中超·焦点

昨日进行的 2020 赛季中超
联赛第二阶段 9 至 12 名排位赛
次回合比赛，再次出现红黄牌“满
天飞”的场面。广州富力在少打
两人的情况下，以 2 比 3 不敌河
南建业，两回合总比分 3 比 5 落
败，无缘第九和第十名的争夺，只
能在 11 月 6 日和 10 日与大连人
争夺第11和第12名。

两队首回合交锋，防守球员
张功两次犯规染黄被罚下场，导
致少打一人的富力以 1 比 2 落
败。昨天富力强阵出击，希望实
现翻盘，叶楚贵在第12分钟的率
先进球更是振奋了球队士气。但
从上半场末段开始，比赛的“剧
情”变得不可控制——第40分钟
和第 80 分钟，富力两名中卫弋
腾、托西奇被先后罚下场。

广州富力过往比赛收获红牌
不多，也鲜有恶意犯规，为何昨日这
场比赛球员会如此冲动？主教练范

布隆克霍斯特赛后做出了解释。
他提到了比赛中的一个小细

节：“对方打入第三个球之后，5号
（顾操）到替补席前嘲笑我，我作
为一个足球从业者，踢过小的俱
乐部，也踢过大球会，学到的第一
件事都是要尊重对手，我也一直
这样教导我的球员的，特别是获
得比赛胜利的时候，要把尊重给
与对方。在我看来，在场上有嘲
笑的行为或是吹口哨，甚至作出
挑衅的言行，都不太好。足球比
赛输赢很正常，但我不想我的球
员有一丁点不尊重对手的行为。”

不过，虽然有提到对方的行
为有些无礼，但范帅并不认为这
是球员情绪失控的理由，他认为
球员可以有热血，但头脑更需要
冷静：“这样才能冷静地处理场上
的各种状况。场上球员都热情高
涨，如果被负面情绪冲昏头脑反
而不利于个人发挥，这一点我需
要跟球员继续交流沟通，希望我
们后面能够取得进步。”

羊城晚报记者 苏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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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19时35分，中超争冠组
半决赛次回合即将打响，广州恒
大再次对阵北京国安，首回合两
队战成 0 比 0 平。赛前，广州恒
大迎来了两个利好消息。

在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
上，恒大主帅卡纳瓦罗携入籍球
员蒋光太出席。在开始介绍备战
情况前，卡帅先是恭喜了蒋光太，
因为后者于日前正式拿到了国际
足联的批复，可以代表中国队出
场。这也意味着蒋光太可以以内
援的身份参加将于 11 月中旬进
行的亚冠比赛。

广州恒大的另一个好消息就
是后防大将朴志洙伤愈复出。这
位韩国外援因伤缺席了半决赛首
回合较量，虽然恒大队没有失球，
但国安队两次击中了门柱，还是
暴露出恒大后防线上的一些漏
洞，朴志洙的复出相当及时。虽
然球队的首发阵容需要等到明天
才确定，但朴志洙重返首发的可
能性很大。

两队首回合战成0比0，但双
方射门次数多达34次，共有4次
击中门框，争夺非常激烈。卡纳
瓦罗认为，次回合比赛的关键是
看谁的细节处理得更好，“争冠组
的球队没有任何秘密可言，谁对
细节的处理更完美，谁对胜利的
渴望更强烈，对本赛季的目标更
有针对性，比赛结果就会更好。”

北京国安主帅热内西奥也赞
成卡纳瓦罗的说法，他说：“明天
的比赛可能会比第一回合更激
烈，比赛决胜的关键是谁能把细
节处理得好一些。”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发自苏州）

中超·前瞻

卡帅：能否赢球关键看细节

今晨，英超第7轮迎来一场强
强对话，曼联在主场老特拉福德
球场以0比1不敌阿森纳，这使得
曼联主帅索尔斯克亚执教曼联的
第100场比赛成为“里程悲”。

至此，曼联本赛季在主场战
绩仅为 1平 3负，至今一胜难求。
曼联先后以1比3不敌水晶宫，以
1比 6惨败给热刺、与切尔西0比
0互交白卷，本轮又在均势下败于
阿森纳，失10球仅进2球，其在主
场的表现惨不忍睹。

让人不解的是，与此同时，曼
联在欧冠赛场的表现非常亮眼，
他们做客以 2 比 1 力挫巴黎圣日
耳曼，又在主场以5比0大胜莱比
锡 ，连 胜 法 甲 和 德 甲 的“ 领 头
羊”。仅过四天，曼联在同一个场
地表现竟然有天壤之别。

“当你踢得很好的时候，你会
认为自己可以放松，但事实并非如
此，因为这是一场与一支优秀球队
的较量，你必须做对每件事情才能
取胜。今天的比赛中很多事情都
往错误的方向发展。”赛后，索帅如
此解释球队失利的原因。

博格巴在第 68 分钟送出点
球是此役曼联的直接败因，当
时 他 在 禁 区 内 靠 近 底 线 的 位
置，面对背身接球的对手贸然
出脚，的确是“太过草率”，但他
在索帅麾下已经送出 3 个点球，
是同期曼联球员中最多的，这
恐怕绝非偶然。博格巴自己都承
认，“在禁区里防守确实不是我的
长处”，但索帅仍坚持用他，这就
是后者的问题了。

博格巴防守差，索帅是知道

的，为此他此役遣上弗雷德和麦
克托米奈两名后腰，但实际在比
赛中，麦克托米奈踢右中场，博格
巴踢左中场，真正的后腰仅弗雷
德一人。更糟糕的是，弗雷德在
第 62分钟被换下，接替他的是速
度更慢的马蒂奇，博格巴不得不
回到禁区干自己不擅长的事。

索帅如此布阵安排，说到底
还是对博格巴心存幻想，认为其
较强的传球和组织能力，能掩盖
其糟糕防守的不足。而此役的事
实证明，索帅的选择错了。在对博
格巴的去留和使用上，折射出索帅
执教的弱点——缺乏其恩师弗格
森那种杀伐果断的魄力。如果索
帅还不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留给
他的时间恐怕已经不多了。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扬
扬、实习生叶磊报道：昨天，
2020 年 南 粤 古 驿 道“Hello
5G杯”定向大赛（第六站·潮
州潮安）在潮州市潮安区龙湖
古寨落下帷幕。本站赛事是
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第三次
跑进潮州，第一次跑进潮安。

首个比赛日进行了专业
组、成年组、少儿组、体验组
四个组别的比赛，第二个比赛
日则进行更为激烈、更有挑战
的短距离定向赛。

其中，古驿道研学定向赛
是今年新增项目，邀约“小记
者”组成研学团，以“研学+定
向”的新玩法走进南粤古驿道
定向大赛与潮州这一“左联文
化重镇”，体验定向魅力，瞻
仰“ 左 翼 文 化 运 动 潮 州 英
杰”。本站赛事在呈现定向运
动精彩角逐的同时，还展现了
潮州的红色革命历史。

龙湖古寨地处韩江之滨，
龙湖码头曾经是中央苏区红
色交通线一个重要节点。在
当时，一条经由上海、香港、
汕头，再沿韩江乘船经潮州、
大埔三河坝，转道汀江至茶
阳，清溪镇虎市村，后经陆路
最终到达江西瑞金的地下交
通线被建立，充分利用潮汕地
区商贸往来频繁，水路迂回曲
折的特点，多次成功传送重要
情报，并向中央苏区输送盐、
布匹、药品等物资，成为中央
苏区唯一对外通道，被称为

“ 摧 不 垮 打 不 掉 的 地 下 航
线”。本站赛事与红色基因紧
密结合，传承红色革命历史，
让参赛者接受红色文化的熏
陶。

本站赛事由中国无线电
和定向运动协会、广东省体育
局、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省
社会体育中心、广东省户外运
动协会、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潮安区人民政府承
办，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潮
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潮
安区龙湖镇人民政府协办。

意甲第六轮成为
两位巨星 C 罗和伊布
表演的舞台，前者还
有 3 个 月 就 年 满 36
岁，后者已经 39 岁，
却都上演了“老骥伏
枥 ，志 在 千 里 ”的 好
戏。C 罗在新冠病毒

检测转阴之后马上复出，
昨晚替补出场攻入两球，
带领尤文图斯在客场以 4

比 1 大胜“升班马”斯佩齐亚；
伊布一传一射，带领“领头羊”
AC 米兰在客场以 2 比 1 险胜乌
迪内斯。

C罗成尤文胜利依靠

C 罗因为新冠检测呈阳性缺
席了四场比赛，尤文在两场欧冠和
两场意甲仅取得1胜2平1负，少
帅皮尔洛遭遇信任危机。C罗复
出后，皮尔洛马上把他招进比赛名
单，此役安排他坐上替补席。面对

实力不强的斯佩齐亚，尤文在C罗
出场前只能和对手战成1比1。

C 罗在第 56 分钟替补出场
换下迪巴拉，出场仅 126秒就取
得进球。莫拉塔送出直传，C罗
突入禁区晃过门将后打空门得
手。C罗的表演还没有结束，第
76 分钟，小基耶萨创造点球，C
罗轻松罚进。

让皮尔洛略显尴尬的是，在
C罗替补出场之前，尤文踢得很
吃力。已经在意甲豪取九连冠
的尤文在联赛中属于巨无霸球
队，无论是阵容深度还是球员实
力在联盟都属于独一档，但目前
只 能 依 靠 年 近 36 岁 的 C 罗 。
2018年夏天，尤文引进C罗是希
望他带队在欧冠有所突破，但如
今面对意甲排名倒数第四的斯
佩齐亚也需要C罗来救场了。

伊布为米兰绝对核心

伊布在上赛季中期重返AC

米兰，当时他放出豪言：“给我一个
完整赛季，我就可以带领球队争夺
意甲冠军。”本赛季，伊布正走在兑
现自己诺言的路上。在昨晚AC米
兰对阵乌迪内斯的比赛中，伊布为
凯西首开记录的进球送上助攻，又
在第83分钟倒钩攻入制胜球，帮
助球队在客场全取三分。

因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伊
布本赛季在意甲缺席了两轮比赛，
但他在另外四轮如有神助，攻入7
球并助攻1次。

自从今年 1月重返AC米兰
以来，伊布参加了 22 场意甲比
赛，直接参与 22个进球，其中包
括 16 个进球和 6 次助攻。在伊
布的带领下，AC 米兰在正式比
赛中已24场不败。

明年1月6日，AC米兰将在
意甲第 16 轮主场迎战尤文，那
也将是伊布和 C 罗本赛季在联
赛的首次交锋，两名传奇球星的
表现令人期待。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羊城晚报讯 本周中，
2020-2021 赛季欧冠小组
赛将进行第三轮小组赛。
本周中，B组焦点战将在伯
纳乌球场上演，皇家马德
里主场迎战国际米兰，“蓝
黑军团”头号中锋卢卡库
有可能因伤缺阵，少了这
位中锋助阵的国米，客战
难逃一败。明天出版的
《羊城体育·足彩大富翁》
（电子版：www.okdfw.com，
微信公众号：波讯网、羊体
加官微）重心推介：皇马主
场争胜。更多周中赛事分
析，敬请关注本周二刊《羊
城体育·足彩大富翁》。

（林达乐）

皇马主场争胜

南粤古驿道
定向大赛
潮安站落幕

一个复出即梅开二度，一个献倒钩绝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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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今晨

曼联以一球不敌阿森纳，本赛季联赛主场一胜难求

索帅“百场秀”被搅局

C 罗庆祝进球
图/视觉中国

10月 22日，梅州购彩者营先生（化
名）高调动员全家 5 人，一早来到梅州
市体彩中心，办理 20104 期大乐透 588
万元大奖兑奖手续。

胆拖票中大奖

10 月 21 日，体彩大乐透第 20104
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3、12、23、26、
30，后区开出号码04、07。全国共开出
35注一等奖，其中1注 554万元基本投
注一等奖花落梅州市梅江区梅松路
4412012293体彩实体店。

大奖得主营先生凭借 4 张“前区 3
胆 9拖+后区 2拖”的胆拖票，投入 288
元，中得1注 554万元一等奖、3注二等
奖及诸多小奖，合计收获奖金 588 万
元。

据悉，营先生一直坚持自己研究选
号投注，最常用的投注方式就是胆拖投
注。他说：“无胆不买彩，即无心水号我
就不买，胆码是把自己看好的号码固定
下来，拖码是把最近 20 期的热号作为
替补，相同金额的投入可买更多的号
码。但是，要中一等奖的话，胆码必须
要中。”

曾中得二等奖

“胆”从何来？很多人认为买大乐
透，选 5+2，七个号比较难选。营先生
分享了他的独家秘诀，前区当作任选三
来选号，常选重号关联号作为胆码来投
注，后区常选边号作为胆码，从而降低
选号难度，提高中奖概率。这次中得大
奖，正是前区胆 12、26、30，后区胆 07，
全部猜中。

开奖当天，适逢新“7星彩”改版上市，
广东省体彩中心推出买大乐透送“7星彩”

活动。精于计算的营先生，本可以合成一
张票来买大乐透，为了多拿“7星彩”的赠
票，他就拆成了四张票来买，除一张中了
一等奖外，其他三张均中得二等奖。

对于幸运的降临，营先生豪言：“不
是意料之外，是意料之中。因为去年我
也中过一次二等奖，平常中三等奖的时
候常有，所以我肯定能来兑大奖！”

关于奖金的使用，营先生透露，因
为疫情影响生意，这笔奖金正好能够填
补资金上的周转，同时他也感慨因为

“坚持”所以幸运，感慨体彩大乐透把不
可能变为可能。

干什么事情，老牛都讲究量
力而行。用他的话说，没有能力
干的事，就是白日做梦。可偏偏
就是这样的老牛，最近却做了白
日做梦的事。村子里闭塞，多年
来人们守着贫穷过着男耕女织的
生活。可进了一趟城的老牛，却
开始去买彩票，说这个中奖了，他
就发财了。

村民看着老牛怪异的行为，
觉得老牛一定是疯了。为了买彩
票，他甚至跟媳妇吵了起来。老
婆不愿意搭理他，以闺女要学习
为由，把老牛关到了门外。被关
在门外的老牛，嘴也没软，一个劲
自言自语：“这次我就铁了心了，
不让买彩票就是不行。”

街坊邻居都来劝，大家劝不了
老牛，就开始劝老牛媳妇。有人突
然想到老牛不抽烟，就说：“兄弟媳
妇，你就这样想，老牛偶尔买买彩

票，你就当他抽烟了，行不？”
老牛媳妇打开门，说：“大伙

别劝了。其实我也不是为难他，
我们家丫头要是考上学的话就得
花钱，这人干啥事，得量力而行。”
媳妇瞅着老牛一眼，接着说：“我
们家这条件，哪有闲钱给他糟蹋
啊？”

大家也都觉得老牛媳妇说得
在理，可是老牛就跟一根筋似的，
咋也说不通。最终，媳妇拗不过
老牛只得妥协了。但是，她提出
一个条件，丫头的学费老牛得想
办法。

老牛同意了，说得让他进城
去打工。老牛的话一出，村子里
的人又惊愕了。大伙从没听说过
谁出去打工过。倒是老牛，去了
几次城，不仅学会了买彩票，还要
去城里打工。老牛媳妇一赌气，
就答应了。 （蓝雪冰儿）

大乐透：前区：大号回归，大小比关注
3：2防 4：1。和值上升，关注 90—120 之
间。偶数热出，关注奇偶比 2：3防 1：4。
012路关注：2：1：2。连号淡出。后区首
防双大、双偶组合，次防双小、双奇组合。

7 星 彩 ：428—203—137—965—

264—627+02、09、10。
排列 3：精选号码三注：667、035、

283。
排 列 5：精 选 号 码 三 注 ：29451、

12580、48256。
（福娃）

彩
民
故
事

插图 采采

量力而行（上）

金
手
指

大号回归 和值上升
——析体彩玩法走势

梅州大乐透梅州大乐透588588万元大奖得主率全家领奖万元大奖得主率全家领奖！！
中奖秘诀：胆拖票投注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珊 通讯员 谢明明

插图/采采

2020年11月2日/ 星期一/ 经济编辑部主编
责编 李卉/ 美编 张江/ 校对 谢志忠 A8

·体彩晚好彩晚

近日，建行惠州博罗北门路支行走进社区开展“金智
惠民”讲座，宣传反洗钱及反假知识。活动现场，我行营运
主管及产品经理向前来参加讲座的居民讲解近期反洗钱
的典型案例，通过真实案例让居民认识到洗钱的严重性和
危害性；向居民讲解人民币反假知识、人民币防伪特征等
等；向居民普及金融基础知识和防范洗钱的方法；活动最
后，接受广大居民朋友的咨询，现场为居民们解答涉及金
融知识、人民币反假知识、反洗钱等问题。本次活动得到
广大居民的大力支持，现场派发相关宣传折页100余份。
通过本次宣传，提高了居民对洗钱活动的认识和人民币反
假能力，进一步提高居民风险防范意识，取得了良好的宣
传效果。

建行惠州博罗北门路支行开展“金智惠民"讲座
宣传反洗钱及反假知识

双色球 第2020108期

本期投注总额：398129794元；广东省投注额：52378194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793968638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兑奖时间：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红球区 蓝球区

32 15 17 12 10 23 05
奖级 全国中奖注数 本省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元）

18
123
1781
85056

1529642
13962011

1
4

234
10788
202718
1798435

5973588
178095
3000
200
10
5

排列3排列5 第20252期

14336987.0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415963926.9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3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7 6 1

排列5 7 6 1 6 4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17307230 870266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8831

0

23911

15

本省
中奖
注数

199

0

1031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1411122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0年11月1日 ●●●●●●●●●●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2267194元
54251965.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3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第20108期

奖级
中奖
注数

单注奖金
（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2

18

39

1717

26731

1013998

1042505

5000000

22575

3000

500

30

5

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

应派奖金合计
（元）

10000000

406350

117000

858500

801930

5069990

17253770

3 3 2 0 5 1 + 6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0248期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0

4

44

125

2902

0

0

14180

22000

12500

29020

中奖情况

3545

500

100

10

36选7投注总金额：419048元
中奖基本号码：13 02 22 05 26 20 特别号码：31

好彩36投注总金额：492700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4410

458290

中奖注数

360

607

单注奖金（元）

48

378

累计奖金3939400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1 第2020248期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31 马 冬 西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78002
17174
630
490

7521
258
78
33

46
15
5
5

投注总金额：496296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 第2020253期

本期投注总额：1827950元；本期中奖总额：542171元；
奖池资金余额：3615033元。

中奖号码 7 5 5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17

394
349
0

130
67
0
50
1
6
0
0
38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6

409760
120754

0
1300
6968
0

1050
693
1038
0
0

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