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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 广州富力 0 比 3 北京国安

里程碑之战 国安胜富力
巴坎布比埃拉建功 国安顶级联赛 300 胜
昨晚，凭借巴坎布的梅开二度和比埃拉的进球，北京中赫
国安客场 3 比 0 战胜广州富力，结束 3 连败。 这是国安在联
赛中首次在越秀山体育场战胜广州富力， 同时也是国安队在
顶级联赛历史上的第 300 场胜利。

京彩聚焦

小议“假日彩票”

变阵 国安派出三中卫

本轮之前，国安遭遇联
赛三连败，退出争冠集团，球
队整体状态也比较低迷。而
且，在中超联赛交锋历史上，
富力主场对国安 4胜 2平保
持不败。虽然在不久之前的
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比赛
中，国安曾经客场 3比 0击
败富力，但在那场比赛中，富
力并没有派出主力阵容，而
且首回合 5比 1的比分，也
基本让次回合失去了意义。

由于中国足协再次调
整了 U23政策，本场国安可
以不用派出 U23球员，但施
密特在首发阵容中还是安
排了郭全博与王子铭两名
U23球员，而韦世豪和巴顿
则坐在替补席上。外援方
面，依旧是奥古斯托、比埃
拉、巴坎布搭档。因为张禹
累积 4张黄牌停赛，于大
宝、于洋与久未露面的吕鹏
本场组成了三中卫。

盯人 巴坎布独中两元

这已经是双方本赛季在
各条战线的第四次交手，开
场后迅速形成快节奏对峙。
随着比赛深入，国安的冲击
力度逐步加强，富力只能依
靠犯规阻止国安的进攻，并
且多人领到黄牌。第 29分
钟，富力队肖智拼抢中对王
子铭亮鞋底放铲。主裁判伊
尔马托夫先是向其出示黄
牌，随后视频裁判介入，伊尔
马托夫亲自观看了视频回
放，改向肖智出示红牌将其
罚下。
确立起人数优势的国
安，控球压迫效果更为明显。
第 43分钟，国安后场得球
后打出快攻，王子铭直塞左
路空档。巴坎布长驱直入，
面对门将低射破门，国安 1

比 0领先结束上半场。
下半场，国安依旧占据
场上主动。第 70分钟，富力
后场出球被奥古斯托抢断，
比埃拉、王子铭在富力禁区
内的传递没有直接创造出攻
门机会。奥古斯托得球后脚
后跟过渡，比埃拉跟上攻破
球门下角，西班牙中场收获
了本赛季个人的第 11粒入
球。第 79分钟，国安锁定胜
局。奥古斯托在左路策动攻
势，刘欢在底线前快速低平
球传中，巴坎布脚后跟巧射
破门，将个人本赛季联赛进
球数提升到 16个。这场胜
利对国安来说，不仅暂时止
住联赛颓势，同时也达成了
一项里程碑，取得顶级联赛
历史上的第 300场胜利。

复盘 施密特表扬后防

比赛结束后，国安主教
练施密特首先表示：
“这是一
场非常重要的胜利，毕竟在
越秀山拿分是非常难的事
情。上半时的红牌让比赛走
势偏向了我们。我们完全有
机会更早取得第二个进球，
但胜利是实质名归的。我们
所有球员都发挥不错。”
对于首发的考虑，施密
特解释说：“ 即使 U23规则
取消了，也不代表我们不能
使用年轻球员。守门员小郭
一直表现不错，王子铭训练
一直非常努力，保持了很好
的竞技状态。接下来他们面
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因为
要与超龄球员进行竞争。”
本场比赛巴坎布独中两
元，对此施密特说：“巴坎布

在前面的比赛中挺不走运。
相信今天的两个进球，会让
他在后面的比赛中更加自
信。他今天完全有可能多进
几个球，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相信后面的比赛他还会取
得更多的进球。”此外，施密
特强调了后防线的表现。他
说：
“我们的中后卫表现非常
好：于大宝在这个位置上的
表现越来越好；吕鹏也不错，
因为他也是在自己并不习惯
的位置上，随着比赛的进行，
他也进入了状态。恭喜球队
在间歇期之前取得了一场重
要的胜利，这也为球员赢得
了喘息机会，我们会以最好
的状态与表现迎接今年联赛
的最后几场比赛。”
北京晨报记者 宋翃

巴坎布与队友庆祝进球。 北京晨报记者 史春阳 / 摄

■中网

沃兹再获中网冠军
北 京 晨 报 讯 （记 者 葛 晓

昨天，2018赛季网球 WTA
皇冠赛中国公开赛结束了女单
决赛的争夺。2号种子“丹麦甜
心”沃兹尼亚奇状态出色，以两
个 6比 3击败塞瓦斯托娃，夺
得本届中网女单冠军，继 2010
年中网和 2011年印第安维尔
斯赛后，拿下生涯第三个皇冠
赛冠军。
昨天的决赛，沃兹尼亚奇对
阵塞瓦斯托娃，后者在本赛季美
网曾打进半决赛。本届中网，她
在半决赛直落两盘完胜美网冠

倩）

军大阪直美，生涯首次闯进皇冠
赛决赛。此前两人 4次交手，沃
兹尼亚奇保持全胜。
首盘比赛，“丹麦甜心”很快
就以 6比 3胜出。第二盘和首盘
比赛类似，经验更丰富、实力更
胜一筹的 2号种子以同样比分
再胜，拿下个人职业生涯皇冠赛
第三冠，这也是她八年之后再次
在国家网球中心捧杯。整场比赛
耗时 1小时 27分钟，双方都拿
到了 8个破发点，但是沃兹把握
住了 4个而塞瓦斯托娃只破发
了一次。

■北京体育

市民游泳大赛落幕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刘晨）

2018年京津冀游泳公开赛暨第
五届北京市全民游泳大赛，日前
在国家游泳中心落幕。经过四年
发展，赛事日渐成熟。今年共有
70多支队伍、1355人参赛，少
儿组是参与主力军，人数占比
52.98%。
据介绍，该项比赛创办的目
的是加速游泳运动普及，推动京
津冀地区游泳项目的发展、交流
与合作。今年百姓报名踊跃，报
名系统开通仅 40多小时就完
成了报名工作；今年首次增设民
族组，有 93位少数民族选手参
赛；今年还首次使用全自动计时
系统，增强参赛体验；首次颁发

奖牌，提升了赛事品牌价值。
今年赛事由北京市游泳运
动协会、天津市游泳运动协会、
河北省游泳协会主办，北京市社
会体育管理中心、北京国家游泳
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水立方）、首
都体育学院·京津冀体育健身休
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承办，北京
水立方游泳俱乐部有限公司、北
京体育赛事管理与营销研究基
地协办，赛事得到了北京市体育
基金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主办方
表示，未来将把赛事打造成为集
竞技比赛、娱乐休闲、商业服务
于一体的大型群众游泳盛会，成
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游泳
品牌赛事。

今年“十一”期间，北京钟
鼓楼附近，一家小咖啡吧的独
特门脸吸引了记者。除了咖啡
吧都有的元素之外，这家小店
外面还挂着“中国体育彩票”的
标识，这同时还是一家体彩销
售网点。转眼，又一个长假过去
了，假日经济的话题，一如既往
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假日期
间，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在百姓
的“假日计划”清单里，有没有
彩票的一席之地？
假日经济是指人们利用假
日集中购物、集中消费的行为
带动供给、市场、经济发展的一
种系统经济模式。除作为支柱
产业的旅游业之外，商业、餐饮
业、娱乐业、体育产业、交通运
输、影视业、展览业、广告业，甚
至彩票业都是假日经济的一部
分。令彩票业关注的是，每逢长
假，在很多行业“向前一步”的
同时，彩票销售都会迎来相对
低迷期，销售数据环比迟滞、下
降或成规律性，表现为“停留一
步”甚至“退后一步”。
有专家曾指出，在假日经
济中，旅游、交通、商业等属于
纯支出性消费，彩票不同，在满
足娱乐需求的同时，还蕴含着
中奖的机遇，这是假日期间其
它消费不具备的特性。在假日
期间提振、拓展彩票销售空
间，还可以为公益事业和体育
事业补充更多资金，贡献更多
力量，丰富假日期间“乐”与
“善”的内涵。在假日经济中，
彩票、特别是体育彩票可以发
挥更大作用，扮演更重要的角
（戴新）
色。
8 注头奖 遍地开花

10月 6日，体彩大乐透第
18117期前区开出号码 07、11、
13、22、29，后区开出号码 03、
08。本期全国共销售 2.17亿元，
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7835
万元。全国共中出 8注头奖，其
中 2注为 1079万元（含 404万
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头奖，被
河北彩友获得；6注为 674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花落江苏（2注）、
山东、广东（2注）、云南。
二等奖开出 104注，每注
奖金为 6.60万元。其中 48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3.96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为 10.56万元。三等
奖开出 1383注，每注奖金为
2026元。其中 499注采用追
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1215
元。追加后，三等奖单注总奖
金为 3241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
后，64.98亿元滚存至 10月 8
日（周一）开奖的第 18118期。
这一水位较上期微降，继续处
在历史高位。 （金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