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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焦点

英超·今晨

羊城晚报讯 距离3月 26日的
中超本土球员转会窗关闭只有不到
20天，为更好地帮助失业球员再就
业，中国足协日前决定，中超每队全
年累计可新引进无年龄限制内援人
数由过去的5人增加至8人，中甲中
乙俱乐部则继续不设人数限制。

中超的天津泰达、江苏苏宁俱
乐部都没在规定的 2 月 28 日提交
球员工资奖金确认表，正面临解
散，两队大多数球员很可能将因此
失业。足协将冬季国内转会窗的
截止日从 2 月 26 日延期至 3 月 26
日，正是为国内球员提供更长的时
间，以便他们接触新的俱乐部，避
免失业。此外，引进U21球员将不
占用转会名额。 （林本剑）

“球队的磨合和默契做得还不
够好，但我们冲击季后赛的目标始
终不会变。虽然困难很大，但只要
有一点希望我们就不会放弃”。

广州队昨天以 96 比 95 险胜上
海队的赛后，郭士强再次表达志在
冲击季后赛的决心。郭士强出任
主帅后，广州队就将闯进季后赛作
为目标。广州队在第一阶段比赛
中确实带来惊喜，但阵容实力不足
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第二阶段
比赛结束后仅位列第 15 位。在休
赛期，外援斯贝茨又因无法接受赛
会制比赛环境离队，广州队再遭打
击。在基本丧失冲击季后赛希望
时，广州队却在第三阶段展现出旺
盛的斗志。

广州队在第三阶段取得三连
胜，其中包括击败直接竞争对手四

川队、上海队。在输给卫冕冠军广
东队的比赛中，广州队也一直紧咬
比分，战斗到最后一刻。如今广州
队虽然仍排在第 15 位，但已缩小和
身前球队的差距，距离排名第 12 位
的北控队仅有 3 个胜场之差；在联
赛还剩十多轮的情况下，仍有机会
赶上季后赛的“末班车”。

更难能可贵的是，广州队提升
了打关键球的能力。前两阶段的
比赛，广州队往往能和实力高于自
己的对手打得有来有回，但总在最
后阶段崩盘，多次以微弱的劣势告
负。近四场比赛，广州队同样和对
手鏖战至最后时刻，除因实力差距
过大输给广东队外，赢下其余三场
比赛。在关键球的处理上，广州队
的能力大有提升。

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郝浩宇、实
习生雷怡婷报道：昨晚，CBA第三
阶段展开一场焦点大战，在排名前
两位球队的直接对话中，辽宁队经
加时苦战以 124 比 115 获胜，终结
广东队的15连胜。

广东队主动轮休核心球员马
尚，而辽宁队外援梅奥也仅出场 9
分钟，但两队仍奉献了一场精彩
的比赛。广东队的轮换既在意料
之外，也在情理之中。赛前，不少
人预测广东队会拼尽全力，毕竟
只要拿下辽宁队，就有很大概率
将常规赛冠军收入囊中。但广东
队主帅杜锋的目光放得更长远：
辽宁队是广东队的最大对手，两
队很可能继上赛季后再次在总决
赛中相遇。如今辽宁队新引进的
外援福格、泰勒都在隔离中，将在
季后赛阶段出战；这场普通的常
规赛，杜锋不愿在辽宁队留有后
手时打光所有底牌。

开场后，辽宁队占据内线优势，
缺少马尚的稳定得分点，广东队很
难在外线打开局面。威姆斯虽有不
错的突击能力，但在组织进攻方面
略显不足；此役砍下全队最高的35
分，但出现9次失误，极大地影响全

队的进攻效率。
相比之下，辽宁队的发挥更出

色，尤其是小将张镇麟，此役出现
在更适合他的三号位上，因此彻底
释放能量；三分、暴扣、抢断，这名
22 岁的新秀在场上几乎无所不
能。最终出场 46分钟狂砍 46分，
成为本赛季得分最高的国内球员。

在张镇麟的带领下，辽宁队长
时间保持领先，但广东队在最后关
头献上精彩的表现：在落后5分时
采用犯规战术，杜润旺和胡明轩投
进关键三分后获得扳平比分的机
会，最终威姆斯两罚两中将比赛拖
入加时。

粤辽两队的国内球员在联盟
中都属顶级，在全明星赛中分别占
据南北两区五个首发名额中的四
席，他们在比赛中展现的斗志也值
得称道。广东队虽然长时间落后，
但始终没有放弃，而张镇麟的神奇
表现也让人感叹后生可畏。虽然
两队都留有后手，但这场巅峰对决
依然精彩。

从上赛季总决赛开始，粤辽两
队相遇都会产生诸多话题，“粤辽
大战”也成为CBA联赛的“门面担
当”。

羊城晚报讯 记者苏荇报道：继
吉列尔梅之后，广州富力昨天再宣布
新外援加盟：近期随队训练的巴西籍
球员蒂亚戈·列昂索与俱乐部签下为
期两年的合同。

现年 28 岁的蒂亚戈身高 1.85
米，司职中锋，拥有不错的身体素
质和敏锐的射手嗅觉，2018年曾加
盟广州富力的港超联赛球队富力
R&F，出场 47次打入 25球。2020
赛季，他租借加盟中甲球队北京人
和，交出 17场 8球的高效数据，曾
列中甲第一阶段射手榜的次席。
不过，上赛季北京人和无缘升超组
后状态直线下滑，最终降级，近期
濒临解散。蒂亚戈今年回归富力
俱乐部随队训练，富力队将其视为
引援的备选球员。

蒂亚戈昨天表示：“我很明白
中超联赛的水准跟以往我在港超
和中甲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会
努力在每一堂训练课里提升自我，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环境，才
能在中超立足。”

上赛季结束后，富力队只有一
名外援登贝莱留队，前波兰豪门华
沙莱吉亚球员、29岁的吉列尔梅最
早宣布加盟，他和许多传统巴西球
员一样脚法细腻，传控球和定位球
能力出色，可胜任前场多个位置。
另外，巴乙金靴卡约·丹塔斯正处
于隔离期，相信不久将加盟，富力
队中前场实力可得到加强。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
刘毅报道：意甲第 26 轮最后
一场比赛今晨上演强强对话，

“领头羊”国际米兰主场以 1
比0力克亚特兰大，收获联赛
七连胜，同时终结亚特兰大的
意甲三连胜。在积分榜上，国
米以 62分领跑，AC米兰以 6
分之差排名次席，少赛一轮的
尤文图斯以52分排名第三。

亚特兰大近年上升势头
迅猛，被誉为“真蓝黑”，与
国际米兰一样主场球衣都是
蓝黑间条衫。亚特兰大主帅
加斯佩里尼曾于 2011 年短
暂执教国米，但他的三中卫
体系施展不开，执教 90 天就
被迫下课。国米现任主帅孔
蒂同样主打三中卫，却带领
球队成为意甲冠军的有力竞
争者。

今晨，新老国米主帅斗
法，三中卫对上三中卫。在
场上占据优势的是亚特兰
大，国米整场比赛仅有一次

射正。第 54 分钟，国米利用
角球制造门前混乱，中卫什
克里尼亚尔低射攻入全场唯
一进球。亚特兰大射门次数
以 13 比 5 领先，射正次数以
3 比 1 领先，并且取得 55%的
控球率，却没能撕开国米防
线。亚特兰大赢得数据，国
米赢得比赛。

国米首席射手卢卡库连
续两轮没有进球，另一名主力
前锋劳塔罗连续三轮没有进
球，上次进球还是在 2 月 21
日的米兰德比。尽管两人最
近一起哑火，但国米得分点丰
富，依旧延续连胜脚步，上轮
客场以 2比 1险胜帕尔马，锋
线老将桑切斯包办两个进
球。冠军级别的球队可以在
表现不佳之时赢得比赛，就要
依靠“带刀侍卫”攻入关键球，
就如国米的什克里尼亚尔；在
2009年4月后，这是国米首次
在全场只有一次射正的情况
下赢得意甲比赛。

欧冠1/8决赛次回合明晨4
时上演焦点战，尤文图斯主场
迎战波尔图（央视体育直播）。

尤文堪称欧冠 1/8 决赛
“客场虫”，已经连续三个赛季
在首回合客场输球：两年前以
0 比 2 完败于马德里竞技，去
年以 0 比 1 不敌里昂，今年 2
月 18日以 1比 2不敌波尔图；
不过这三场比赛可看出尤文
在逐渐进步。前两次输球，尤
文一次成功翻盘（对马竞），一
次被淘汰（对里昂），但次回合
回到主场均能取胜。

去年3月 13日，超级巨星
C罗在欧冠1/8决赛次回合上
演帽子戏法，带领尤文在主场以
3比0大胜马竞，并以总比分3
比2完成大逆转。上周末在尤
文主场3比1击败拉齐奥的意甲
比赛，主帅皮尔洛安排C罗打替
补，明显是为这场欧冠生死战保
存实力。两年前那场大逆转，荷
兰名哨库佩尔斯担任主裁判，巧
合的是他又被安排担任明晨这

场比赛的主裁判。
C罗此前包办尤文在欧冠

淘汰赛的 7个进球，直到对波
尔图的首回合，小基耶萨才打
破C罗的大包大揽，这名意大
利国脚和西班牙前锋莫拉塔
是C罗最好的进攻搭档。

波尔图目前阵容不整，主
力中卫姆本巴在6场欧冠小组
赛以及1/8决赛首回合都打满
全场。上周末在葡超，他因伤
缺阵，明晨能否复出还不能确
定；中卫佩佩和右前卫科罗纳
则因伤被换下，也可能缺席这
场比赛。首回合交锋，C罗被
佩佩和姆本巴领衔的防线成
功冻结。

自2018年夏天加盟尤文以
来，C罗在欧冠淘汰赛的7个进
球有6个来自主场，这位欧冠历
史第一射手善于在主场有所表
现。从3月3日开始，尤文在联
赛和欧冠连续坐镇主场，有以逸
待劳的优势，明晨可望最少净胜
两球。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
徐扬扬报道：今晨在英超第
27轮，切尔西主场以2比 0完
胜埃弗顿，目前积 50 分排在
英超第四，领先分列第五、第
六位的西汉姆、埃弗顿2分和
4分。

新援哈弗茨大爆发，直接
参与两个进球，堪称切尔西的
最大收获。

哈弗茨本赛季从德甲的
勒沃库森转会而来，转会费高
达8100万欧元。可是他在英
超初期“水土不服”，在兰帕德
执教时只有一个进球。新帅
图赫尔上任首秀与狼队交手，
哈弗茨首发打满全场，但此后

就再未首发。今晨，哈弗茨首
发上阵出人意料，更让人吃惊
的是并非出现在其熟悉的左
翼，而是成为切尔西的正印中
锋；而近来一直踢左翼的维尔
纳转到右翼，原来的位置让给
奥多伊，三人组成切尔西的锋
线组合。

这 一 变 化 激 活 了 哈 弗
茨。他首次破门被吹手球犯
规在先，第二次破门皮球打在
守将身上偏转入网，被认定是
戈弗雷自摆乌龙，此后单刀赴
会杀入禁区被对方门将放倒
造成点球，替切尔西操刀破门
是其队友若日尼奥，这两个进
球的首功都应归于哈弗茨。

哈弗茨整场比赛传球 53
次，作为中锋算很多了，传球
成功率高达 95%，是全队最
高的。这表明哈弗茨还是切
尔西锋线的支点，奥多伊和
维尔纳此役都有不俗表现，
也与他的串联有直接关系。
赛后，图赫尔称赞哈弗茨：

“非常高兴！这是我们对他
的信任，他也回报了我们的
信任。他是一位有能力在进
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球员，
他进步了！”

其实，图赫尔不仅找到
“打开”哈弗茨的“钥匙”，还
手握打开切尔西胜利之门的
整串钥匙。赛后，埃弗顿主教

练安切洛蒂心服口服：“我们
的比赛计划只进行了 30 分
钟。我们没有太多机会，里查
利森有一个。但老实说，我们
不在同一级别，不能和这种球
队踢开放式的比赛，这与踢利
物浦的比赛计划一样，但那场
我们进球比较早。”

图赫尔执教切尔西之后
踢了九轮英超赛事，战绩是
6 胜 3 平，抢到 21 分，而且有
7 场比赛未失球，同期得分
仅比曼城少 3 分，在英超列
次席，而其前任兰帕德执教
的 9 轮仅拿下 10 分。由此
可见，切尔西此次换帅可谓
成功。

广州富力
引进新外援

简讯

CBA·焦点

广东队15连胜被终结，轮换无碍精彩表现

“粤辽大战”仍是“门面担当”

广州队追赶“末班车”

CBA·观察

图赫尔激活哈弗茨

亚特兰大赢数据，国米赢比赛 尤文可净胜波尔图两球

意甲·今晨 欧冠·前瞻

切尔西主场完胜埃弗顿，天价新援参与两个进球

大号强势
偶数反弹
——析福彩玩法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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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晚好彩晚

插图 采采

今日吉时：子时、
卯时、午时

今 日 吉 数 ：12、
26、30

今日吉肖：鼠、兔、
蛇、马、鸡、猪

（小小苗）

彬彬今日吉字：

这下，陈大明每期只买5注
彩票了，中或不中，开心就好。
陈大明省吃俭用，眼看着就要熬
过一个月，更让他无比惊喜的
是，戒烟多年总是以失败告终的
他，居然把烟戒掉了，省了一笔
开销，更守护了自己的健康。

想到这儿，陈大明竟有点
感激起老李来，说曹操，曹操
到，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头
一看，只见老李笑着说：“哟，
心情不错嘛，彩票中大奖啦？”

老李是来还钱的，陈大明
接过那叠钞票，感受到了一份
沉甸甸的诚信的力量，更坚信
自己的选择没错。聊着天，老
李拉起陈大明就走：“买彩票
去啊，我也试试好运撞上门。”
陈大明给老李支招，两人各买
了 5 注彩票走在夜色里，老李
真诚地说：“我要回家上班了，
以后记得多联系。”原来，为了
照顾家庭，老李已在故乡一个
开发区找到工作，几天后将离
开广州。

几年时光过去了，见家乡
村游等新业态发展起来，陈大
明也选择了回乡创业，在村里
办了个家庭小果园。万事开头
难，眼看到了收获的季节，一
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农庄几
乎颗粒无收。正当他困苦时，
老李找到他，并拿出一张银行
卡：“里面有二十万元，拿去把
农庄搞起来，相信你一定会成
功。要不是你在我最艰难的时
候伸出手，我说不定已经失去
活下去的勇气。” （袁斗成）

3 月 2日，双色球第 2021021 期开奖号
码为红球 04、08、17、24、28、33，蓝球号码
13。当期全国开出一等奖19注，分别为：北
京10注，山东3注，上海、浙江、四川、陕西、
广东、广西各 1 注，单注金额 5979263 元。
经检索，广东中出的1注花落东莞市大朗镇
佛新村银源东二街20号44100544投注站，
中奖彩票是一张6元1倍3注单式机选票。

购彩十余年 终于中大奖
开奖的第二天早上，幸运彩民胡先生和

妻子就来到了东莞福彩中心，兑走属于他
们的 597 万元双色球大奖。胡先生告诉记
者：“之所以决意要跟妻子一起来兑奖，就
是要让她知道，这么多年她支持我买福利
彩票是没有错的。”

胡先生来自广西，买福利彩票有十多
年了，每期都会花上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由于这次中奖之前胡先生并没有中过什
么大奖，他妻子对他购彩这一行为一度
很反感，经常抱怨。虽然经过胡先生的

解释，妻子理解并接受了买福利彩票也
是在做慈善，但胡先生心里还不是那么
踏实。

当得知自己中奖后，胡先生第一时间就
告诉了妻子，胡先生终于是“扬眉吐气”了
一回。当工作人员问胡太太以后还会不会
支持丈夫买福利彩票时，她兴奋地说：“我
们当然还会继续买福利彩票！做做好事，
也给我们自己更多的希望！”

奖金将用于在东莞买房
胡先生夫妻俩早年间自己开过公司做

过生意，但公司倒闭了，生意也亏了。现在
他们在同一家公司里打工。当被问及奖金
如何使用时 ，胡先生说：“现在我们不会像
以前一样盲目投资做生意，会继续在现在
的公司里工作。我们夫妻俩打算再买个房
子，在东莞继续好好工作，培养儿子。”

据了解，截至2月 28日，东莞福彩累计
中出“双色球”一等奖共2注，“刮刮乐”一等
奖共10个。

近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
理中心发出《关于“辛丑牛”生肖系
列即开型彩票游戏派奖结束的公
告》，根据“辛丑牛”生肖系列即开型
彩票游戏派奖活动规则，“辛丑牛”
生肖系列即开型彩票游戏派奖活动
于2021年3月5日17时结束。

今年1月，为回馈广大新老彩
民，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启动“辛丑牛”2 亿元大派奖，购
买10元、20元面值“辛丑牛”生肖
系列即开型彩票游戏，且单张彩
票兑取 50 元、25 万元、100 万元
三个奖等的购彩者可获得派奖奖
励，每个奖等的派奖金额等于相
应奖级的设奖金额。具体为：兑
取50元的中奖者，可获派送50元
固定奖金；兑取 25 万元的中奖
者，可获派送 25 万元固定奖金；
兑取100万元的中奖者，可获派送

100万元固定奖金。
根据活动规则，若派奖期内

派奖奖金派发完毕，派奖活动自
然截止;若派奖活动到期后派奖
奖金有结余，结余奖金返回一般
调节基金;若派奖奖金超支，差额
部分从一般调节基金中补齐。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提醒，本次派奖活动时间以销售
机构销售系统实际兑奖时间为
准，相应奖等的即开票中奖者，请
在规定时间内兑取中奖奖金并获
得派奖奖金，超过派奖时间不予
兑付派奖奖金。符合条件的中奖
者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兑奖的，视
为放弃派奖奖金。请广大购买了

“辛丑牛”生肖系列即开型彩票的
彩民留意兑奖时间，若发现中出
奖上奖，应尽快前往当地福彩中
心办理兑奖手续。 （汪海晏）

好哥们（下）

3月 2日晚，位于肇庆市鼎湖
区桂城新广路 9 号的 44170509
福彩投注站传来了“快乐8”的大
奖喜讯，幸运彩友凭一张面值20
元的自选10码“选九复式”彩票，
斩获奖金31.8万元。

中奖次日，中奖彩友来到肇
庆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
据了解，此次“快乐8”的31.8万元
大奖，是由一对兄弟合伙中得。
兄弟俩中的大哥李先生说：“正在
上小学的女儿是大功臣，我照着

她在家胡乱写的 10 个数字来购
彩，就中得了31.8万元，回去一定
要包个大红包给女儿，感谢她带
来的好运。”兄弟俩都是福利彩票
的忠实粉丝，坚持购买福利彩票
已有好多年时间了，平时在工作
之余，他们经常合资购买双色球、

“快乐8”和“刮刮乐”即开票。
购彩当日，李先生和弟弟来

到44170509福彩投注站，拿出之
前在家让女儿写下来的 10 个号
码，他们花了 20 元，合买了一张

自选10码“选九复式”彩票，这张
“快乐8”彩票，收获了1注“选九
中九”，奖金 30 万元，以及 9 注

“选九中八”，奖金1.8 万元，累计
中得奖金31.8万元。

兄弟两人表示，把买彩票当
作一项减压的娱乐，没想过能中
大奖，不管每次所花的购彩资金是
多还是少，所中的奖金是高还是
低，他们都能在购彩过程中体会到
默契和快乐。当问及中得大奖后
对奖金有什么规划时，兄弟俩表

示：“计划买一辆汽车作为家庭的
代步工具，剩下的奖金兄弟两人分
了，购彩的习惯不会改变，以后会
继续购买福利彩票，继续体验彩票
带来的乐趣，希望好运会再次降
临，让生活有更多期待和惊喜。

据悉，福彩“快乐 8”游戏不
仅返奖率高达 58%，单注最高奖
金可中 500 万元，而且全中有大
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
奖，大家快来参与购彩吧。

（汪海晏 周萍华）

“辛丑牛”2亿元派奖
3月5日17时结束

彩
民
故
事

肇庆彩民中“快乐8”31.8万元

东莞夫妻喜获
597万元双色球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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