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卿（四）、包宜鑫（六）等中国羽毛球队选手准
备站上冠军领奖台（从下至上）。

在22日的WTA武汉网球公开赛单打首轮比赛中，湘潭妹子
彭帅以0比2不敌德国选手巴瑟尔，无缘下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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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 在仁川亚运会男子足球小组赛
中，中国队1比0战胜巴基斯坦队，晋级16强，下
轮对手将是泰国队。 图为中国队球员杨超声
（前）在比赛中倒钩射门。

22日的仁川亚运会各项比赛中，来
自我省的商春松、谭佳薪、孙文雁、李晓
璐、田卿、包宜鑫等6名女运动员均有出
色表现，斩获3枚团体项目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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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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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257 6 6 6
排列 5 14257 6 6 6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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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1 11 16 18 20 29 03+04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0

0
下期奖池：766059220.64（元）

0 0

00

商春松、谭佳薪：
体操女队11连冠

如果说卫冕亚运会体操女团冠军
对于中国队来说不算什么新闻， 但能
够完成11连冠的伟业，则突显了中国
女队在亚洲的霸主地位。

出征韩国之前， 中国体操队领队
叶振南表示，由于新老接替尚未完成，
女队目前人手紧缺，16岁以上的也就
10个人。不过，在22日的仁川南洞体
育馆，包括湘西妹子商春松、长沙女孩
谭佳薪在内的6名中国姑娘， 还是毫
无意外地收获了亚运会团体11连冠。

谭佳薪虽然个头小巧， 但她的
腿部和腰腹力量非常强， 因此在高
低杠和跳马项目上能力不俗。 本次
比赛， 谭佳薪就在高低杠的下法上
动足了脑筋———她成功完成了一套
难度达0.7的动作， 并使用高难下法
令人眼前一亮。

而在去年全运会上力夺3金的商
春松， 也有不俗的表现， 特别是在平
衡木的下法上展现了冬训的新成
果———她完成了难度为F组的下法，即
后直转体1080度。 这个动作多受到欧
美强国选手的青睐，具有一定挑战性。

在22日的比赛中，中国女队在整
体发挥正常的情况下4项得分全部领
先，拿到229.300分的总分，夺冠没有
悬念。朝鲜队以214.650分摘银，日本
队以0.3分的差距收获铜牌。

田卿、包宜鑫：
羽球女团有惊无险

虽然总比分3比0完胜，但每场比
赛都是先输一局后完成逆转， 中国羽
毛球女队最终有惊无险地击败东道主
韩国队， 实现了这个项目亚运会的五
连冠。作为国羽女团成员，“全冠王”安
化妹子田卿以及株洲“90后”小将包
宜鑫斩获了宝贵的1金。

首场女单对决， 中国队派出李雪
芮出战韩国一单成池铉。 伦敦奥运会
冠军李雪芮有些慢热， 先丢一局后完
成逆转，帮助中国队拿到第一分。

“今天风比较大，比昨天还大，第
一局顺风不太适应， 失误比较多。”与
赵云蕾搭档出任第一双打的田卿赛后
表示， 压力和场地因素是首局告负的
主因。比赛中，面对韩国组合张艺娜/
金昭映，田卿/赵芸蕾开局明显状态欠
佳， 失误较多， 以19比21先丢一局。

“第二局我们做了一些调整， 适应了，
就好多了。” 如梦方醒的田卿/赵云蕾
后两局展开强势反击， 并以21比7和

21比12速战速决，拿下关键一场。
第三场继续单打较量， 中国队派

出王适娴对阵韩国二单裴延姝。 比赛
开始后， 王适娴与前两场的队友一样
慢热，丢掉了首局。好在随后她连扳两
局，以2比1笑到了最后。

孙文雁、李晓璐：
花游团体再添1金

整齐的步伐、 挥动的手臂……长
沙姑娘孙文雁、 湘潭妹子李晓璐与其
他6名队友一同，化身“蓝衣士兵”在水
中翻腾。

在22日的花样游泳自由自选比
赛中，中国队以《士兵》为表现主题，摘
得本届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的金
牌，总成绩为185.7221分。日本和朝鲜
分获银牌和铜牌。

本届亚运会花游比赛的执行裁判
长、中国花游前掌门人俞丽介绍，出现
在本届亚运会的中国花游姑娘们非常
年轻， 是去年全运会后重新组建的队
伍。“队员们从10月10日集训至今，这
一年来不断进步， 而且整体都跟上了
训练的节奏。从比赛来看，她们发挥得
越来越好，越来越自信。”

23日，孙文雁、李晓璐将继续对
自由组合的金牌展开冲击， 此前孙文
雁已获得双人金牌。

本报9月22日讯（通讯员 欧阳常海 记者 李秉钧） 仁
川亚运会征战正酣，9月22日上午，在韩国仁川玉莲国际射
击场结束了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争夺，湖南桂阳籍奥
运冠军易思玲领衔的中国队以1253.8环的成绩获得冠军，
打破了1253.7环的世界纪录。

女子10米气步枪是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上午的个人资
格赛暨团体决赛如预期般顺利， 中国队牢牢占据着总成绩榜
首位置。比赛过半，老将易思玲和新秀张彬彬在个人成绩中交
替领跑。最终易思玲以418.7环位列第一，张彬彬以0.4环之差
紧随其后， 另一位名将武柳希则排在第五，3人携手晋级决赛
的同时，帮助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团体金牌。

但10米气步枪女团赛后出现了“乌龙”判罚。比赛结束
后裁判又突然宣布，由于张彬彬的枪支被认定“配重违规”，
个人成绩和中国的团体金牌被取消。中国队立即提出申诉。
不过好在经过申诉，中国队保住了这枚金牌。

在随后进行的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赛上，资格赛第一
的易思玲仅获得了第5名。思玲的父亲易泽军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透露，易思玲结束比赛后，用微信跟他进行了沟通，易
思玲说在个人赛时，她的枪支出了一点问题，而她的左耳赛
前几乎失聪，比赛时仍在嗡嗡作响。

团体赛失而复得 个人赛意外丢金

易思玲10米气步枪赛
冰火两重天

●聚焦仁川亚运会

孙、朴、萩野再决高下
今日看点：

国奥男足“涉险”晋级

据新华社仁川9月22日电 经过200米自由
泳一战， 仁川亚运会泳池孙朴对决正式升格为
孙、朴、萩野的“三国演义”。

23日，中国头号明星孙杨、东道主宠儿朴泰
桓和日本新星萩野公介将在男子400米自由泳
中再决高下。 相信在200米自由泳决赛中领教
过萩野公介超强后程冲刺能力的孙杨和朴泰
桓，会设计好自己的比赛战术。尤其是孙杨，希
望他在经过22日的休整后，受伤的左手大拇指
疼痛会有所减轻， 在伦敦奥运会和世锦赛双双
夺冠的400米自由泳中再现风采。此外，奥运冠
军叶诗文将在400米混合泳中和队友周敏携手
出战，金牌十拿九稳。

羽毛球赛场有重头戏， 新科世锦赛冠军谌
龙和头号名将林丹领衔的中国队将力争男团三
连冠，对手还是韩国队。在多哈和广州亚运会决
赛中，林丹两度率领中国队苦战克韩，但此番在
韩国本土作战， 中国队可能遇到的客观困难将
是空前的。

射击方面， 刚刚在西班牙世锦赛上创造了
团体世界纪录的男子10米气步枪三人组在这
个项目上拥有绝对优势。 年仅18岁的天才少年
杨浩然已然成为领军人物。 这位炙手可热的新
星能否克服时差和长途旅行的疲惫， 在仅仅1
个月零3天内接连问鼎南京青奥会、 西班牙世
锦赛和仁川亚运会三大赛事， 将是射击赛场的
最大看点。

当天将在13个大项上总共产生28块金牌。

谭佳薪在高低杠比赛中。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发

1比0小胜巴基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