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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大连 9 月 3 日电
（记者张逸飞）经历了开赛后一
个多月的空场比赛，2020中超足
球联赛大连赛区将在第九轮迎
回球迷，9月4日广州恒大淘宝队
与广州富力队的比赛将成为大
连赛区开放观众看台的首场测
试赛，本场比赛将开放1500个观
众席。

“届时将有来自两支参赛队
与大连本地的球迷走进大连体
育中心体育场现场观看比赛，本

场比赛同时将为第十轮及之后
的比赛有序开放观众入场做好
准备。”大连市体育局局长温殿
斌说。

随着中超联赛苏州赛区陆
续迎回观众，很多人都在期待大
连赛区何时能够看到球迷身
影。这一天没有让球迷等太
久。按照计划，从第九轮开始，
大连赛区每轮比赛都将开放一
场比赛允许球迷进场观赛，限定
人数为2000人，指定大连体育中

心体育场为开放场地。进场球
迷需按照规定流程进出场，避免
出现观众聚集。作为首场测试
赛，进场观看“广州德比”的球迷
需通过相关应用程序完成个人
健康信息上传，包括7日内核酸
检测阴性报告、辽事通或当地省
市健康绿码以及14天行程轨迹，
符合要求后获得购票和选座资
格。

据介绍，大连体育中心体育
场为观众进场做好了周密的防

疫准备。在体育场3号门验票闸
机前设置了足够数量的红外体
温检测仪，并安排专门人员操作
设备，体温超过（包括）37.3度者
严禁入场。在验票区域地上设
置 1米间隔线，观众入场排队间
隔1米以上，防止人员聚集排队，
安保人员维持秩序。此外，还在
验票闸机处设立服务台，配备洗
手液，在验票区域前后设置自动
口罩售卖机，并在公共区域配备
洗手液、口罩回收箱。

中超大连赛区迎回球迷

“广州德比”将开放1500个观众席

据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2 日电
2 日进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单
打第二轮比赛中，男单头号种
子、塞尔维亚名将焦科维奇有惊
无险闯入下一轮，女单头号种
子、捷克人普利斯科娃则爆冷出
局，中国“金花”张帅和美国搭档
马泰克·桑德斯在女双首轮遭淘
汰。

焦科维奇本轮对阵英国选手

埃德蒙，他在先丢一盘的不利条
件下，最终以67（5）、63、64
和62击败对手进入下一轮，同
时也将自己在2020年的连胜纪
录扩大至25场。而普利斯科娃
则在世界排名第50位的法国球
员加西亚的猛攻下，以 16 和
67（2）败下阵来。

33 岁的焦科维奇目前总共
获得 17 个大满贯冠军，在他身

前还有 20 冠的费德勒和 19 冠
的纳达尔。本次美网费德勒和
纳达尔均未能出战，焦科维奇
成为无可争议的夺冠最大热
门，若能顺势拿下冠军，则可缩
小同费德勒和纳达尔之间的差
距。

其余女单赛事中，捷克球星
科维托娃、克罗地亚选手马尔蒂
奇、爱沙尼亚人康塔维特等种子

选手均晋级下一轮。
女双首轮争夺中，中国球员

张帅和美国搭档马泰克·桑德斯
在先拿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翻
盘无缘第二轮。此前张帅在女单
首轮中也是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
被对手翻盘。

男单争夺中，希腊的 4号种
子西西帕斯以及5号种子、德国
人兹维列夫也闯进第三轮。

中国“金花”张帅美网双打失利
本报讯 9 月 2 日晚，法甲巴黎圣

日耳曼队足球俱乐部在其官博发布消
息称，在接受检测后，3名大巴黎球员
确诊为新冠阳性，目前他们都已进行
相关健康治疗。所有球员和工作人员
都将在接下来几天内接受新冠病毒检
测。

随后法国《队报》曝出了这3名球
员的名字，分别是内马尔、帕雷德斯和
迪马利亚。 （新京）

内马尔感染新冠病毒

体彩大乐透第20084期开出6注一等奖
9 月 2 日，体彩大乐透第 20084 期开

奖，前区开出号码“02、10、20、24、31”，后

区开出号码“06、12”。本期全国销量为

2.81 亿元。

20084 期全国共开出 6 注一等奖，其

中 1 注为 1800 万元（含 800 万元追加奖

金）追加投注一等奖，落户贵州遵义；5 注

为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江苏

南京、浙江杭州、福建漳州、山东临沂、云

南昆明。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

注，来自贵州的幸运购彩者，在单注一等

奖方面要多拿了 800 万元追加奖金，从而

使得单注一等奖总奖金达到封顶 1800 万

元。

1569 万元、1542 万元、1000 万元…连

续三期！河南收获大乐透千万头奖，最

近河南购彩者收获颇丰，接连揽获体彩

大乐透一等奖。8 月 26 日晚，大乐透第

20081 期开奖中，南阳收获 1 注 1000 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8 月 29 日晚，体彩大乐透

第 20082 期开奖中，河南收获 2 注 1540 万

元追加头奖，分落开封和周口两地；8 月

的最后一天，体彩大乐透第 20083 期开

奖，我省郑州购彩者斩获其中 1 注基本投

注一等奖，奖金 1000 万元。

作为中国体育彩票与 CCTV-6 联手打

造的脱贫攻坚主题公益纪实节目《温暖

有光放映队》已走过云南腾冲、四川峨

边、河北阜平和宁夏银川四站。9 月 5 日

晚 19：30，第五期《温暖有光放映队》将来

到贵州榕江，这一次在大山深处的贵州

榕江县，放映队队长林永健将与队员任

敏、杨伊琳一起，开启新一轮的放映之

旅。

9 月 7 日至 10 月 11 日，面值 5 元的“中

中中”、面值 10 元的“挖金矿”、面值 20 元

的“7 彩宝石”3 款主题即开票将现身全

国各地体彩实体店，奖品共计 50000 张。

精美票面、百万元奖金、电商卡……惊喜

多多，快乐不断，等你来赢！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9.17 亿

元滚存至 9 月 5 日（周六）开奖的第 20085

期。

（体彩）

9月 3日，大连人队球员
萨姆·拉尔森（右）在比赛中
与河南建业队球员韩轩拼
抢。

当日，在 2020 赛季中国
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一阶段

（大连赛区）第九轮比赛中，
河南建业队对阵大连人队。
最终，建业 04不敌对手。

新华社记者 龙雷 摄

建业惨败

新华社悉尼 9 月 3 日电（记者郭
阳）库扬草地网球俱乐部3日在社交媒
体上宣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澳网
传统热身赛库扬精英赛将取消2021年
赛事。

创立于1988年的库扬精英赛每年
在澳网揭幕前一周举行，是众多大牌
选手青睐的热身赛事，素有“澳网风向
标”之称。2020年的赛事吸引了澳大
利亚选手克耶高斯、希腊新星西西帕
斯、保加利亚名将迪米特罗夫等选手
参加。

俱乐部所在的维多利亚州目前疫
情形势依然严峻，每日新增确诊病例
在百例左右。库扬草地网球俱乐部主
席彼得·卡鲁表示，虽然停赛令人失
望，但俱乐部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应
当把球员、观众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放
在首位。

卡鲁表示，现阶段的未知因素太
多，澳网及与之相关的其他赛事如何举
行也存在不确定性。

明年库扬网球精英赛
因疫情取消

本报讯 北京时间 9 月 3 日，梅西
的转会肥皂剧又有了新进展，来自西
班牙四台报道，阿根廷足球明星梅西
的父亲豪尔赫称梅西正考虑留在巴萨
的可能，这样梅西可以在明年合约到
期后免签曼城。

记者询问梅西父亲，梅西是否正
在考虑留队一年，明年自由走人？梅
西父亲回答“是的”。而被问到和巴萨
高层的会面如何时，梅西父亲称“挺好
的”。

豪尔赫之前与巴萨高层进行了会
面，不过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梅西
方面希望借用自由离队条款离开巴
萨，不过巴萨坚称该条款已经过期，除
非有球队掏出 7 亿欧元的解约金，否
则梅西不能离开。

梅西目前与巴萨还有一年合同，
双方都不想撕破脸，各路媒体早前的
消息也表示梅西留队的可能性正在增
大。

据之前报道，梅西的父亲豪尔赫·
梅西当地时间9月 2日飞抵西班牙巴
塞罗那，并就梅西离队一事与巴萨俱
乐部主席巴托梅乌进行会面。据西班
牙媒体透露，在当日的会议中，双方并
未能就梅西的去留达成任何协议。

当日，豪尔赫·梅西在乘飞机抵达
巴塞罗那后便迅速被记者们包围，他
接受了西班牙媒体的简短采访，声称
自己对梅西要去哪里“一无所知”，但
同时也透露，梅西要留队恐怕“很困
难”。 （综合）

大反转！
梅西考虑留在巴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