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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在2014赛季中超第20轮比赛中，广州恒大队
客场以2比1战胜大连阿尔滨队。图为恒大队球员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北京时间13日凌晨，皇马以2比0战胜
塞维利亚队，赢得俱乐部历史上第二座欧
洲超级杯， 贝尔、 本泽马助攻C罗梅开二
度，J罗处子秀即夺冠，4大天王为银河战
舰梦幻般起航。

首发11人=5亿欧元
卡西利亚斯、卡瓦哈尔、佩佩、拉莫

斯、 科恩特朗、 莫德里
奇、克洛斯、J罗、C罗、贝
尔、本泽马，看到皇马欧
洲超级杯的首发阵容，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原

来一支球队的首发11人可以如此奢华！
皇马此套首发球员身价近5亿欧元，

堪称史上最昂贵的首发阵容！
凭借C罗两个精彩的进球，皇马在欧

洲超级杯赛中， 以2比0战胜西甲对手塞
维利亚队，赢得新赛季第一座冠军奖杯。

“我们可以开始新的周期，因为皇马
有一个高质量的阵容。 新球员加强了球队
的实力，跟上赛季相比我们信心更足了。 ”

一向稳如泰山的皇马主帅安切洛蒂对新赛
季充满信心，“当然， 我们不会有固定的首
发阵容，我们需要轮换，充分发挥每一个球
员的特点。 ”

除了首发阵容，银河战舰的替补席同
样令人惊叹。 5000万欧元的迪马利亚、
3500万欧元的伊斯科、 同为2500万欧元
的瓦拉内和马塞洛， 以及1200万欧元的
伊利亚拉门迪，皇马的替补席身价就达到
1.62亿欧元！

4大天王=超级核武
4大天王C罗、J罗、贝尔、本泽马，皇

马这套身价近3亿欧元的超豪华攻击线

绝对称得上“超级核武”。
C罗、贝尔、本泽马的BBC组合经过1

个赛季的磨合，配合已相当默契。 比赛第
30分钟， 贝尔在左路的传中出人意料地
选择后点，C罗小禁区内跟上抢点破门。
皇马凭借“两亿齐飞”先声夺人。 C罗的第
2个进球，是克罗斯、本泽马之间快速的传
球配合，葡萄牙巨星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
左脚爆射，锁定胜局。

虽然令人期待的J罗首秀表现没那么
抢眼，但他跑动十分积极，努力创造机会，
毕竟这位哥伦比亚帅哥到马德里还不足
两周。

“贝尔的主场秀，J罗的处子秀，C罗
的个人秀，皇马的冠军秀”，这是英国《每
日邮报》对本场比赛的点评。诚然，贝尔是
世界杯上最贵的球员， 年轻的J罗刚刚荣
膺世界杯金靴奖，而C罗更是无敌，再加
上刚刚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本泽马，更
重要的是，他们正值当打之年。

2014-2015赛季，重装起航的银河战
舰将向6个冠军发起冲击， 而欧洲超级杯
只是第一个。 接下来，还有欧冠、西甲、国
王杯、世俱杯和西班牙超级杯。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蔡矜宜） 首次以东道主身份
参赛的中国青奥代表团今天抵达南京， 在123名运动员中
有2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 他们是钟沛丰和徐诗霖。

17岁的岳阳少年钟沛丰将代表中国队参加男子跳远比
赛， 他之前的最好成绩为6.89米。 而祖籍广东中山的女子
网球运动员徐诗霖， 出生于1998年， 曾以1998年年龄组
的世界第一参加过2013年澳网。 据其教练、 父亲徐阳介
绍， 徐诗霖今年已经代表湖南在国家体育总局注册， 此次
代表中国参加青奥会， 也是以湖南运动员的身份参赛。

第二届夏季青奥会将于16日在南京开幕， 参赛运动员
为15岁至18岁。 届时， 来自世界204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
多名运动员将在这里书写奥林匹克历史上新的篇章。

便捷的10分钟健身圈，丰富的健身活动网络，搭建了衡阳市的———

本报记者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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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217 1 3 7
排列 5 14217 1 3 7 7 1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4094 13 14 24 25 34 04+0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8

1
下期奖池：510765155.85（元）

6429806 51438448

38578833857883

体育 ２０14年8月14日 星期四8

出门健身10分钟“到场”
衡阳市的体育爱好者是幸福的，因为

出门只要10分钟， 就能找到锻炼身体的
地方。

近年来， 衡阳市致力于打造市民10
分钟健身圈，先后投资4亿多元新建了市
体育中心、平湖体育公园以及一大批社区
公共体育设施，并依托南岳衡山、天堂山、
雨母山、岣嵝峰、耒阳竹海等风景区域，建
设了30个登山、 徒步、 自行车等运动基
地，形成了“家门口有健身器材、社区有健
身广场，江边有健身步道、城郊有户外营
地”的体育健身网络。

65岁的陈永扬家住平湖体育公园附
近，只要天气晴好，他每天早上都会到公
园锻炼身体，跑跑步、打打球。 平湖体育
公园占地569亩，是全省面积最大的健身
文化广场，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门
球等各种场地设施一应俱全，是衡阳市民
休闲健身的首选之地。

衡阳市还在1300个行政村实施“农村

体育健身工程”，100多万农民直接受益。

玩啥都能找到组织
在平湖体育公园，经常会看到一群跳

绳的小朋友。他们或单人跳，或双人组合，
甚至多人穿插，快速的频率、杂技般的动
作，让人眼花缭乱。

这是衡阳市跳绳运动协会在进行活
动。 该协会成立于2012年，是我省唯一的
跳绳协会。 两年来，协会发展了33家会员
单位、5000多名个人会员。

在衡阳，从篮球、羽毛球等球类运动，
到舞龙舞狮、龙舟武术等民族项目，再到自
行车、户外等时尚运动，单项体育协会百花

齐放。 衡阳市体育局副局长刘朝汉介绍：
“衡阳市80%以上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是
由各协会独自承办或直接参与， 体育协会
成为衡阳市体育发展的一张靓丽名片。 ”据
了解， 衡阳市级单项体育协会32个， 各县
（市区）单项体育协会突破200个，覆盖了绝
大多数健身项目，总会员数近5万人。

在哪都有活动参加
近年，衡阳市先后承办“WBO世界洲

际拳王争霸赛”、“中美篮球对抗赛” 等赛
事，但最受老百姓欢迎的还是亲身参与的
全民健身活动。

刘朝汉认为，“离开赛事活动，群众体

育就会失去生命力。”在衡阳市，不论是元
旦环城赛跑、市篮球甲级联赛、足协杯赛
等老牌项目，还是百龙百狮闹雁城、万人
徒步大拜年等新鲜活动，现场都是人山人
海。 2013年的“户外健身年”好戏连台，每
次活动的参与者都超过10万人次。

开展全民健身，衡阳市的乡镇村庄也
不甘落后。

2013年， 衡南县花桥镇举办了首届
篮球赛，全镇30个村全部组队参加。“虽
然水平不是很高，但大家训练、比赛的精
神头绝对不差。 ”衡南县体育局局长杨祥
云说，花桥镇还修建了风雨球场，让篮球
比赛风雨无阻。

全民健身“大舞台”

4大天王力夺欧洲超级杯

银河战舰
重装起航

2名湖南选手出征青奥会

大连阿尔滨 1比2�广州恒大
广州富力 3比1�北京国安
山东鲁能 4比0�上海申鑫

天津泰达 1比2�江苏舜天
贵州人和 2比1�杭州绿城
上海上港 1比0�河南建业
哈尔滨毅腾 2比2�辽宁宏远

赛报
中超第20轮

体育惠民生
健身在身边

皇马的“双罗”时代
值得期待。 新华社发

衡阳市民尽情享受全民健身路径带来的健康之乐。 通讯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