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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曦雨 看向中国网坛新一代
升至世界青少年榜首位“
小花小草”开始崭露头角
在拿到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冠军之后，17 岁的王曦雨在 ITF（国际网联）最新
公布的青少年积分榜上排名第一。 在前 20 中，王欣瑜排名第 5，郑钦文排名第
18 位。 除了“小小花”之外，“小小草”们也有不错的发挥：去年美网青少年组吴易
昺夺得单双两座冠军，今年温网穆韬闯入男单四强。 李娜退役后的近两年，中国
青少年球员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并且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京彩聚焦

“胆拖”玩转任选五

没有两三个胆儿，如何
玩转 11选 5，又怎么敢出手
11选 5？这话，听着是不是
有点绝对？不过，在北京体
彩高频 11选 5游戏的投注
实战中，这又确实是很多钟
情于胆拖投注的玩家的真
实心声。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如
何运用“2胆”和“3胆”的胆
拖方式来投注 11选 5任选
五的事。
在任选五玩法中，什么
是胆拖投注？所谓胆码，是
指从 01至 11这 11个号码
中选定不少于 1个、不多于
4个的数字作为胆码（也就
是投注者认为一定会中出
的奖号）进行投注。需要说
明的是，胆码的选择越多，
投注金额就会越少，一旦中
奖也最为划算。所谓拖码，
是指将除了胆码之外的其
它号码进行在一定范围内
的可容错式投注。
在任选五投注中，“2胆
全拖”和“3胆全拖”的使用
最为频繁，中奖效率也比
较高。
所谓“2胆全拖”，是指
在 01至 11共 11个号码中
任选定 2个作为胆码，将其
余 9个号码设定为拖码。
根据规则，任选五的单注
奖金为 540元。下面我们
来看一下投入与中奖的情
况。“2胆全拖”的单倍投注
方案金额为 168元，这意
味着，只要 11选 5游戏在
3期之内开出购彩者选择
的 2个胆码，彩友就能中
奖并赢利。
再来看看“3胆全拖”投
注法。这一方式需要在 01
至 11这 11个号码中选择 3
个号码作为胆码，其余 8个
号码作为拖码，单倍投注需
要投。这意味着，只要 11选
5游戏在 9期之内开出购彩
者选择的 3胆码，就可中奖
并实现赢利。“3胆全拖”投
注法的一个吸引人之处在
于，购彩者可以选择一组投
注号码，然后用 9期的时间
去“追”一次中奖机会。
对于“技术型彩友”来
说，选择胆码的方法有很
多，如追热号、守冷号以及
通过研究走势图分析和值、
跨度、位选等形态的方式。
在实战中，彩友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
的投注计划表。必须要说，
通过胆码的选择以及胆拖
方式的应用，投注者可以在
不同程度上节省购彩成本，
为“追号”和长期投注做好
准备，为获得更大的赢利创
造可能。

成绩 两年五冠是证明

站在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球场中央，王曦
雨亲吻着她的第一座大满贯女单冠军奖杯。
4岁开始接触网球，王曦雨在 12岁时
来到北京壹壹贰叁青少年网球俱乐部。她在
2015年拿到澳网青少年外卡赛冠军，2016
年拿到印度 G1赛事的冠军，2017年获得
美网青少年组女双亚军。本赛季她更上一层
楼，在温网闯入青少年组女单半决赛，并且
携手王欣瑜拿到女双冠军。一个月后，王曦
雨在美网捧杯，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拿到大
满贯青少年组冠军的球员。
在 ITF积分榜上，英文名字和王曦雨只
差一个字母的王欣瑜排名第 5。2001年 9月
26日出生的她即将迎来 17岁生日，但今年 1

月她已经在大满贯成人组的比赛中亮相
了——
—当时她凭借着 2018澳网亚太区外卡
赛女单冠军获得了一张澳网正赛的外卡。在青
少年赛场上，今年她在闯入澳网女单四强，还
搭档中国台北选手梁恩硕夺得女双冠军；温网
她和王曦雨拿到女双冠军，也闯入女单四强。
在男子方面，去年 9月吴易■拿到美网
青少年男双和男单两座冠军。本赛季转入成
人赛以后，他代表中国队拿到雅加达亚运会
男单亚军。比他小 1岁的穆韬排名 ITF青
少年积分榜的第 16位，他在今年温网闯入
四强，打破了此前吴迪和柏衍的大满贯青少
年组八强的最佳战绩。在前 100中，2002出
生的布云朝克特排在第 67位。

培养 提倡多元化模式

大满贯青少年组单双打冠军、ITF青少
年排名第一，
“小小花”和“小小草”们的成绩
让所有热爱网球的人都开始把目光聚焦于
中国网球新一代的身上。
“大家陆陆续续可以看到，咱们的青少
年选手在温网拿到女双冠军，刚刚结束的美
网又拿了女单的冠军，这些都是中国青少年
网球运动发展的证明。”国家体育总局网球
运动管理中心事业发展部主任孙文兵表示：
“近些年中国网协在青少年发展方面确实投
入了很大的精力，我们采取运动员培养多元
化的模式，国家、政府地方和社会力量共同
培养优秀的青少年选手。”
以北京壹壹贰叁青少年网球俱乐部的
王曦雨为例，后者是真正由俱乐部投资的选

手，根据其技术和特点组建团队，进行个性
化培养。不过，她也强调不管是什么模式都
需要有耐心，“王曦雨也是俱乐部在多年的
投入之后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为了更好地发现和培养国内青少年选
手，中国网协将从明年开始打造一个青少
年的排名赛，同时建立起国内的青少年积
分体系。“建立这个体系是为了把全国的
青少年选手进行系统地管理，创造一个很
好的训练和竞赛体系，它可以作为选拔青
少年进入国家队和代表国家参加比赛的一
个依据。相信未来我们会出现更多优秀的
青少年球员，只有整体水平提高，才会出现
更多的像李娜一样的球员，真正走上世界
的舞台。”

环境 大满贯赛事丰富

和李娜、郑洁、晏紫等“一代金花”相
比，目前国内的赛事数量众多、级别完善。
青少年方面更是如此，球员们可以从 ITF
青少年的 G5到 G1赛事中得到充分地锻
炼，然后去冲击大满贯青少年组的比赛。大
满贯赛事在看重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在积
极推动中国青少年网球的发展：澳网亚太
区外卡赛设有青少年组的比赛，温网有“通
往温布尔登之路”训练营，法网则在多方面
在中国展开推广，包括“罗兰·加洛斯在北
京”“法网青少年外卡赛”以及本赛季推出的
“2018/2019法网中国精英赛”。
自从 2014年首次在中国举办法网青少
年外卡赛之后，该项赛事已经在北京、上海、
南京和南昌连续举办了 5年。目前排名 ITF
青少年积分榜前 100的两位球员布云朝克

特和穆韬，就是 2016年该项赛事的男单冠
亚军。据介绍，本赛季法网还将在中国举办
六站精英赛，前 5站赛事成绩前列的选手将
参加全国总决赛，获胜者将前往法国巴黎观
看 2019法网正赛。除了赛事数量增加外，精
英赛的年龄组别也更丰富，由原先的 U12
变成 U10和 U14。同时，法网训练营也将在
2019年陆续展开，中国青少年球员将有机
会在明年来到罗兰·加洛斯的球场上训练。
“在李娜拿到大满贯冠军后，中国青少
年选手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水平也越来越
高。”法国网球协会国际事务发展部经理卢
卡斯·杜布尔表示：“ 我们非常看好中国青
少年网球运动，并且相信他们有能力攀爬
到世界的顶峰。”
北京晨报记者 葛晓倩

北京老酒收藏高价征集老茅台

收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105号
电话：13161758826朱先生 （乘车路线：
701、612、运通114路阜永路口南站下车即到）

www.ljlaonian.com
13031104882

年份（茅台） 价 格
年份（茅台） 价 格
2000-2018年 5700-1500元 1970-1979年 18万 -2.5万
1990-1999年 14000-5800元 1960-1969年 26万 -20万
1980-1989年 23000-14000元 1950-1959年 看酒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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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老茅台征集，高价收购，只要您家里有酒，就
请和我们联系，郊区、市内我公司安排人员上门收购。同
时还可交流冬虫夏草、
老阿胶等。
长期收购
北京京顺华辉食品店茅台收购参考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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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曦雨排名青少年积分榜第一。

（刘一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