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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前瞻

京彩聚焦

“这场比赛尽量不丢球”
施密特不惧雨战 国安防线力争改善
■体坛速递

塞尔比 期待新发现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宋

2017昆仑山雪山矿泉水
“问鼎昆仑 雪山寻源”活动
在北京启动，“ 斯诺克世界
第一人”马克·塞尔比莅临
活动现场，并授予“寻源大
使”称号。接受记者采访时，
塞尔比表示非常期待在中
国有新的发现，被全球评选
平台评为“最受欢迎球员”
也让他十分兴奋。
今年 4月，为了让国内
球迷有更多参与斯诺克世
锦赛的方式，并与全球斯诺
克大师紧密互动，昆仑山雪
山矿泉水凭借与世界斯诺
克协会在合作中建立的信
任，取得了其首次授权由中
翃）

宋博轩、张池明（左一、左二）开始随队训练。
“我们体能没问题，对辽宁希望拿 3 分。 ”今晚 7 点 35 分，
国安将在主场迎战辽宁沈阳开新队。尽管一周双赛的赛程非常
密集，国安主帅施密特依然对球队充满信心，面对雨水天气，他
透露自己非常喜欢下雨，球队也已做好雨战准备。

备战 做好雨战准备

中赫国安在客场 2比 2逼
平了权健，在上半时两球落后
的情况下，下半场依靠张稀哲
和于洋的入球扳平比分，凸显
了施密特麾下的这支队伍永不
言弃的意志。自德国人接手以
来，御林军取得了 4胜 2平，保
持不败。今天，国安将在主场对
阵辽宁，赛前发布会上施密特
表示，“这周是我们第一次面临
一周双赛，关于这场比赛的准
备时间非常短。周四的比赛很
激烈，球员们在落后的情况下
拼尽全力扳平比分，上场比赛
的体能消耗非常大，拿下一分
是值得肯定的。”国安首次面对

一周双赛，施密特表示球队备
战很积极，“这一轮的备战主要
针对体能恢复，球员体能状况
非常好，这场比赛没有问题。希
望能够延续此前的状态，在主
场拿下 3分。”
从周五开始，北京便一直雷
雨不断，本场比赛也可能在雨中
进行，对于是否做好雨战准备，
施密特笑言：“别忘了我是从德
国来的，降雨量肯定比北京大。
况且我居住生活的地方是全德
国降雨量最大的。我个人还挺喜
欢下雨的，少量降雨不会造成多
大影响，更何况凉爽的天气还有
利于队员们的发挥。”

改进 解决丢球问题

施密特上任以后，每场比赛
都能打入两球，不过防线也出现
问题，与鲁能、权健的比赛也都丢
了两球。面对丢球的情况，德国人
给出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分析：
“每
场比赛零封对手不太现实。在我
上任后，我们丢了 2个定位球、1
个点球、1个角球，还有 1个佩莱
梦幻般的远射。我们会对失球做
分析和回顾，看看局部防守还能
有哪些改善。我们会尽力做到最
好，这场比赛尽量做到不丢球。”
在人员方面，球队近期遭遇

了小范围伤病困扰，张池明和宋
博轩连续两轮缺席，但二人都随
队进行了训练。此外，李磊因累积
4张黄牌无缘本场比赛。最后谈
到辽宁队的状况，对方最近 10场
1胜 9负，虽然球队在赛季中期
完成了换帅，但成绩依旧没有改
观。对此施密特还是提醒大家不
要轻敌：
“辽宁队刚刚更换了新的
主教练，虽然此前他们状态不好，
但是换帅之后一定会有所改变。
我们的备战很有针对性，球员们
一定把注意力专注于比赛中。”
辽足主教练雷尼则表示：
“我带队只有 10来天，我们尝
试教给队员新的东西。但队员们
接受新教练的指示也需要时间，
所以不管这场比赛结果如何，我
希望球队能有进一步的变化。”
北京晨报记者 宋翃

国 赞 助 企 业 搭 建 Fans·
Player全球评选平台的权
益。在此平台下，民间高手
通过比赛的方式，在全国九
座城市决出了城市冠军，赢
得了和塞尔比切磋较量的
机会。在现场，这些民间高
手通过利用矿泉水瓶设置
斯诺克的方式，给塞尔比出
题。作为世界冠军，塞尔比
也是拿出了看家本领，这才
一一过关。接受采访时，塞
尔比表示，“ 在中国有非常
多我的球迷，每次看到他们
都非常开心，我也总能在中
国取得很好的成绩，希望能
有更多深入的互动，也奉献
更好的表现。”

看曼联 赛季有套餐
北京晨报讯（记者 韩雪

近日，曼联足球俱乐部宣
布Thomas Cook托迈酷客
成为俱乐部官方独家旅游合
作伙伴。ThomasCook托迈
酷客现已推出 2017-2018
赛季曼联观赛套餐。
全国“红魔”从即日起便
能通过 Thomas Cook托
晨）

迈酷客提供的观赛套餐观赏
即将到来的英超以及欧冠等
所有主场赛事。除了提供官
方 比 赛 门 票 ，Thomas
Cook托迈酷客体育的观赛
套餐还包括在曼彻斯特市
中心的酒店住宿，并提供独
家深入参观曼联博物馆及
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行程。

险胜

复式或胆拖
频频中大奖

近日，辽宁大连 793万、广
东清远 616万以及山西太原 544
万元得主分别现身，领走属于自
己的百万元大奖。其中，广东清
远有三人同期各自中出 616万
元头奖。六位大奖幸运儿所中的
游戏为体彩大乐透或传统足彩，
他们所采用的均为复式或胆拖
投注，手段可谓厉害。
8月 2日，体彩大乐透第
17089期全国开出 5注头奖，其
中 4注为 791万元基本投注头
奖。辽宁大连彩友刘先生凭借一
张 6+2复式票，投入 12元，单票
擒奖 793万元。买彩多年，刘先
生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不论如何
变换投注，购买大乐透都是“保留
项目”；二是每期买彩票的投注金
额控制在 10元左右。
7月 26日，体彩大乐透第
17086期全国井喷 12注头奖，其
中 7注为 616万元基本投注头
奖。广东中出的 3注 616万元头
奖全部出自清远同一家网点，被
三位彩友所擒获，中奖彩票均为
胆拖或复式票。
王先生出示的中奖彩票是一
张前区 3胆 4拖 +后区 1胆 3
拖胆拖票，投入 36元，单票擒奖
637万元。李先生出示的中奖彩
票是 7+2复式票，投入 42元，单
票擒奖 619万元。陈先生出示中
奖彩票是一张前区 3胆 4拖 +
后区 1胆 4拖胆拖票，投入 48
元，单票擒奖 647万元。据了解，
之所以出现三人同中大奖的“盛
况”，源于李先生和陈先生都跟了
王先生所投注的号码，并稍加修
正后下单。
8月 5日，传统足彩 14场胜
负游戏第 17107期全国开出一
等奖 2注，每注奖金为 500万
元，二等奖开出 90注，每注奖金
为 3.43万元。山西太原彩友王先
生（化名）凭借一张复式票，拿下
1注一等奖、13注二等奖，合计
斩获奖金 544万余元。
王先生表示，感觉好时会选
择复式投注，并尽可能“防冷”，把
心里有疑虑的都做“胜平负”全包
投注。“但这种方法，投注金额可
能会比较大，大家可以选择合买
的方式，适当调整资金投入。”王
先生说，对于一些比较难猜的赛
事，也建议选择投注任选 9场或
竞彩，切勿贪恋 14场的 500万
元大奖而过多投入。 （陈敏）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17/2018 赛季英超揭
幕战在酋长球场打响。 凭借吉鲁（上图）的绝杀，阿
森纳主场 4 比 3 险胜莱斯特城，艰难取得开门红。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英格兰顶级联赛 129 年历史
上首次在周五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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