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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大乐透
每周一、三、六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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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就买

体彩大乐透
鹰城竞彩如花绽放，彩民中奖喜讯连

连，在竞彩普及日期间，大街小巷更是鞭炮
不断，时刻提醒着大家又中奖了。那么对于
新彩民来说，怎么才能迅速掌握比赛的要
领，让中奖来得更快一些呢？

一、新彩民经常会犯的错误有哪些？
1.首先就是自己的主观意愿，每个人或

多或少都会有自己喜欢的球队或者喜欢的
球星，每每遇到他们的比赛时，自己的主观
意愿都会从支持他们演变成觉得他们赢球
没问题，下注时也就会顺理成章地买他们
赢。

2.其次就是理所当然，当某支强队需要
赢球时，大部分彩民都会不加思索，直接购
买他们赢球。这个“觉得”就是彩民自己的
理所当然造成的。

3.最后就是盲目的跟单，在笔者看来，跟
单并不是不好，但是要有一个量，不管是高
手的单还是专家的推荐，都只是一个参考而
已，毕竟谁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二、那么怎样才能中奖呢？
1.我们先来看看基础篇之吃透基本面。

拿到一场比赛我们先要做的就是看对阵双
方目前的比赛形势，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对比
赛胜利的渴望程度。有几点是我们必须要
看的，第一是双方在主场以及客场的战斗
力，第二就是双方的交战记录，第三则是最
近几场比赛的情况，包括正式赛事的胜负以
及得失球的情况。第四就是伤停以及未来
几场比赛可能对本场的影响。

2.当然这只是从最基本的面上去分析。
一个强胆出来后我们就需要从投注技巧上

去优化选择。玩竞彩足球一定要记住，这不
是两元中500万的游戏，而是一个“投资+技
巧=收益”的游戏。

三、在基础篇里先简单介绍两种2串 1
的玩法。

1.两个强胆的组合打倍，强胆虽然赔率
较低，但是可以保证有稳定的收益。

2.强胆跟1场高赔的双选搭配。但是高
赔有风险，这就需要一定的技巧，如能把高赔
胜率稳定在70%，收益也是绝对不会差的。

竞彩足球2串1——基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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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体彩

本报讯 在4号种子纳达尔
四分之一决赛五盘鏖战出局
后，北京时间昨晚，温网男单卫
冕冠军、赛会头号种子穆雷也
在中心球场激战五盘后败北。
而2号种子德约科维奇则在先
下一盘的情况下，以肘伤为由
退赛。这样，温网“四巨头”中
就只剩3号种子费德勒还留在
签表里，而他在这一比赛日完
成了个人的第 100 场温网男单
比赛，杀入四强。

在温网正赛的第九天，费
德勒迎来了个人在温网的第
100 场比赛。他的对手是 6 号
种子拉奥尼奇。面对这样一位
发球非常棒的对手，费德勒还
是在有限的机会中觅得破发，
以 64、62 和 76（4）直落
三盘拿下比赛。值得一提的
是，本场比赛费德勒打出了 46
个制胜分，但却只有 9 次非受
迫失误。对于穆雷、纳达尔等
几位主要对手的出局，费德勒
表示了自己的惊讶。

半决赛，费德勒将对阵赛
会 11 号种子伯蒂奇，如果能够
战而胜之，将在决赛中对阵奎
罗伊和西里奇的胜者。但无论
打谁，费德勒在交锋往绩上都

占据绝对优势：对阵伯蒂奇，费
德勒18胜6负，对阵西里奇，费
天王 6 胜 1 负，对阵奎罗伊，费
德勒保持着三战全胜。在今年
夺得澳网男单冠军后，费德勒
目前非常有机会举起自己的第
八个温网男单冠军奖杯。

同样是面对发球机器型的
球员，穆雷的表现就不理想
了 。 他 以 6 3、4 6、7 6
（4）、16 和 16 输给美国选
手奎罗伊。

而在另一场地上，西里奇
以 36、76（6）、75、57
和 61 淘汰穆勒，个人首次杀
入温网男单四强。他也是公开
赛时代以来第三个杀入温网半
决赛的克罗地亚男球手。但在
西里奇伟大的胜利后，随后在这
块场地出场的德约科维奇却迎
来了背运的一天。在赢下首盘，
第二盘又20领先时，因手肘
伤势，迫使塞尔维亚人退出了比
赛。据小德介绍，在温网开赛
时，他的肘部就不舒服，随着时
间推移，这种疼痛感在加剧。“你
打得越多，它就会越糟糕。”小德
说，“我准备和专家好好谈谈，
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想出一
个长期解决方案。” （宗禾）

德约科维奇伤退，穆雷出局，纳达尔之前就遭淘汰——

温网“四巨头”只剩费德勒

□记者 丁进阳

本报讯 2017 年平顶山市游
泳等级达标赛将于本周日在五环
游泳馆举行。我市6岁（含）至65
岁（含）具有一定游泳技术水平的

市民均可参加。
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主办，

市五环游泳俱乐部承办。比赛设
小学生组（6- 12 岁）、中学生组
（13-18岁）、成人男子组、成人女子
组。比赛项目有50米蛙泳、50米

自由泳、100米蛙泳。7月16日上
午9点正式开赛。每项录取前3
名，所有报名并参赛者均有奖品。

参赛者可于今明两天时间到
五环游泳俱乐部免费报名。达到
《全国游泳锻炼等级标准》规定等

级标准者，可免费办理达标证书。
7 月 11 日-19 日是全民游泳

健身周，为进一步推动《全国游泳
锻炼等级标准》，普及游泳运动，
市体育局定于7月16日举办2017
年平顶山市游泳等级达标赛。

我市游泳等级达标赛周日举行
免费报名，达标后免费办证书

本报讯 据西班牙杂志《Hola》的消
息，7月 12日，西班牙海关税务局突袭
检查了西甲皇马队足球明星C罗的游
艇。随后，《Hola》公布了那些照片。

据《Hola》报道，西班牙海关税务
局全副武装，佩戴枪支。该杂志透露，
当时C罗刚吃完午饭，准备返回福门特
拉岛的游艇上，突然一艘载着3名持枪
武装人员的海关船开到了C罗游艇旁
边，对C罗游艇进行了突击检查。事实
上，这座游艇并非C罗所有，而是C罗
租赁，用来享受度假的。

据《Hola》透露，这一次突击检查
花费了超过90分钟。不过，C罗本人全
程很冷静，在接受检查期间陪伴着他的
女友乔治娜·罗德里格斯以及他的母亲
多洛莉丝·阿韦洛。

《马卡报》指出，C罗对他们这次突
然检查，感到意外。他原本在跟家人享
受假期，却迎来了“不速之客”。

此前，西班牙税务局指控 C 罗涉
嫌偷税 1470万欧元，他也将被传唤出
庭受审。据西班牙媒体透露，C 罗将
在 7 月 31 日 前 往 马 德 里 郊 区 的 法
庭。 （南南）

C罗游艇
遭海关持枪突查

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 国
家射击队新奥运周期教练竞聘
结果日前公布。刚刚在里约走
下战场的两位中国名将杜丽和
陈颖分别当选女子步枪和手枪
教练员，将迎来职业生涯的新
挑战。

在里约奥运周期，这两位
著名的女枪手在征战赛场的同
时，已经开始担任国家队助理
教练。

杜丽坦言，东京奥运会压
力巨大，担任国家队教练意味
着沉甸甸的责任，也意味着很
大风险。另一半的犹豫来自家
庭。在里约奥运会后，杜丽作
为助理教练带队参加了几场比
赛。其间，她就体会到了事业
家庭难兼顾的灼心。

35岁的杜丽是中国射击史
上战绩最辉煌的女子步枪选
手。从 2004 年开始她连续参

加了四届奥运会，在两个项目
上获得2金 1银 1铜。更可贵的
是，她屡屡承担冲击首金的重
压。

39岁的陈颖同样是奥运四
朝名将，也是女子 25 米运动手
枪项目上闻名国际的速射高
手。作为北京人，她在 2008 年
家门口的奥运会上夺冠，四年
后在伦敦获得亚军。

国家射击队在新奥运周期

启动了管理和教练制度改革，
取消了总教练职位，各项目分
设教练员。根据国家体育总局
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发布的
公告，拟聘用教练包括男、女步
枪，男、女手枪，男子手枪速射，
飞碟多向和飞碟双向共 7 个项
目的 13 人，其中半数少壮派。
原步手枪队总教练王义夫卸
任，原飞碟队总教练高娥转任
飞碟多向教练。

杜丽、陈颖出任国家射击队教练

▶昨晚，费德勒在比赛中庆祝获
胜。 新华社记者 韩岩 摄

据新华社华盛顿 7月 12日电 《福
布斯》杂志12日公布最具价值俱乐部前
50名榜单，来自美国NFL（国家橄榄球
联盟）的达拉斯牛仔队位列第一，这也
是球队继2016年之后再次排名榜首。

尽管达拉斯牛仔队自1996年后从
未赢得一次超级碗冠军，但与去年相
比球队的估值却增长 5 个百分点，达
到 42 亿美元（1 美元约合 6.78 元人民
币）。拥有32支球队的NFL堪称世界
上最富有的联盟，共有29支球队排名
进入前 50。MLB（美国职业棒球大联
盟）有8家球队上榜，其中纽约洋基队
以37亿美元的估值位列第二。

有 7 家足球俱乐部进入榜单，其
中曼联以 36.9 亿美元的估值位列第
三，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分列第四、
第五。纽约尼克斯队在榜单中位列第
七，是排名最高的NBA（美国职业篮球
联盟）球队。

《福布斯》排行榜：
NFL达拉斯牛仔

“最具价值”
曼联、巴萨、皇马
分列第三、第四、第五

皇马球星 C 罗在休假期间在社交
平台上贴出的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