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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泽涛能否加冕里约奥运会“百米飞鱼”，令人
期待。（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责任编辑 蔡矜宜

安保设施有待考验
当桑巴遇到奥运， 会是怎样热情奔

放的16天？开、闭幕式又将上演何种南美
风情？安保、交通、硬件设施等饱受诟病
的“老大难”问题，能否成功“黑转粉”？当
奥运的标签贴在了里约热内卢这座城
市，种种悬念从未平息。

尽管巴西在成功举办2014年世界杯
后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但这并不
意味着时隔两年后的奥运会没有

潜在风险。 正如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所说， 里约依然不
能浪费一秒钟。 帆船比赛海
域的水污染问题、 交通基础
设施落后以及安保等诸多问
题都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整治
改善。此外，巴西目前面临的
经济下行压力也不容忽视。

里约全城有500多个贫
民窟，大都依山坡而建，生活
着近百万的贫困人口。 在成
功申办世界杯和奥运会后，
里约警方已经加大了打击犯
罪力度， 尽管近年来有一定

成效，但里约的治安问题顽疾已久，特别
是贫民窟的治理， 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
解决。

交通方面， 里约市区内计划大幅度
增加快速公交专用道， 也不排除奥运期
间实施汽车尾号限行措施， 力争多管齐
下确保赛事期间运动员和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出行畅通。

黑马老将谁抢风头
威尔士、北爱尔兰、冰岛、阿尔巴尼亚

和斯洛伐克队， 是本届欧洲杯的5支新军。
他们的加入得益于欧洲杯扩军，然而，从另
一个角度来说， 这也意味着出现黑马的可
能性大大增加。要知道，欧洲杯曾经上演过
丹麦童话与希腊神话，堪称冷门温床。

2014年世界杯结束后， 我们告别了哈
维、阿隆索、拉姆等名将，2016年夏天过后，
又将有许多身影与我们说再见。 意大利有
37岁的布冯等待着自己的最后一战， 西班
牙有34岁的卡西利亚斯， 法国有34岁的埃
弗拉与32岁的萨尼亚， 英格兰有34岁的卡
里克，瑞典有34岁的伊布……

这些熟悉的身影， 将在法国这座浪
漫之都上演怎样的谢幕战呢？

2016年湖南体育大餐
湖南湘涛征战中甲
时间：3月至11月

2015赛季，湖南湘涛队末轮惊险保级，名列中甲联赛第14
位。2015年12月， 湘涛宣布签约斯洛文尼亚教练托马斯·卡夫
季奇。如今的中甲竞争越来越激烈，新教练带来的新打法和新
思想或将为湘涛带来新气象。

第二届“长马”相约金秋
时间：10月下旬

2015年， 长沙人终于有了自己的马拉松赛，1.5万人
跑动全城。2016年，第二届长沙国际马拉松赛将扩大规模，
让更多的路跑迷参与其中，挑战自我。

“草根足球”湘甲联赛
时间：待定

2016年全省业余足球联赛湘甲联赛将继续举行，参赛队
伍将有所增加。省足协精心打造“草根舞台”，形成湘超、湘甲、
湘乙三个级别的联赛体系。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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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日 星期五08 体 育
2016年，来了！一到偶

数年，就意味着体育迷将迎
来“血脉偾张”的一年。里约
奥运会、法国欧洲杯，里约
奥运会、法国欧洲杯，里约
奥运会、法国欧洲杯！重要
的事情说三遍———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358 0 0 9
排列 5 15358 0 0 9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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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悬念】

2016，约法三章

约

【第一章：前奏】

场馆建设基本完工
2016年8月5日至21日，第31届夏季

奥运会将在里约热内卢打响， 进行28个
大项、306个小项的角逐。 里约成为奥运
史上首个主办奥运会的南美洲城市。

从目前来看， 里约奥运会的筹备
明显好于巴西世界杯， 场馆建设在
2015年年底就已进入收尾阶段。 作为
赛事核心区的奥林匹克公园已完工
95%。2015年有超过1000万张里约奥
运会和残奥会门票开售， 巴西居民可
直接从奥运官网购票， 国外观众则需
通过当地奥委会指定的门票授权代理
商购票。门票价格比较亲民，约380万
张低于70雷亚尔（约合117元人民币）。

首次扩军24支球队
2016年6月10日至7月10日， 法国

欧洲杯（第15届欧洲足球锦标赛）将在
法国9座城市的12座球场举行。这是继
1960年和1984年后法国第3次举办这
一赛事。

本届欧洲杯是欧足联决定将参赛球
队由16支扩军为24支后的首届欧洲杯，
总共进行51场比赛，决出最后的冠军。

约

法

中国军团期待突破
4年一届的奥运会，每当《义勇军进

行曲》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即便平
时并不关注体育的国人也会驻足在电
视机前，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那半
个月时间里， 体育就是全世界的主旋
律。这就是奥林匹克的力量！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
共获得38金27银23铜， 金牌榜和奖牌榜
均列世界第二， 取得了境外参加奥运会
的最好成绩。此番征战里约，中国健儿有

望再创4年前的辉煌，甚至更
进一步。 因为除了乒羽、举
重、跳水、体操等传统强项，
这一届奥运会， 中国军团还
将在更多的项目实现突破。

田径，苏炳添领衔的中

国速度能否延续世锦赛的辉煌？游泳，
“全民偶像” 宁泽涛能否在奥运会的
“飞鱼大战”中再度胜出？孙杨能否在
中长距离卫冕？篮球，重返亚洲之巅的
中国男篮能否杀入8强？ 排球，“郎家
军”能否再次夺冠？……

这一连串问号，汇集成了这届奥运
会“最吸睛”的看点，也将印证中国由体
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坚定步伐。

欧无弱旅德法大热
巴西世界杯仍历历在目，160天后，

足球将再一次霸占你的“朋友圈”，成为人
们茶余饭后最津津乐道的话题。男球迷们
的啤酒、女粉丝们的面膜，记得早早囤货，
因为熬夜已在所难免。 自古欧洲无弱旅，
没有了世界杯上非洲、 亚洲和大洋洲的

“鸡肋”，欧洲杯的每一场比赛都堪称“火

星撞地球”。这个夏天，国内无数的英格
兰球迷、德国球迷、意大利球迷、西班牙
球迷……将迎来一个个不眠之夜。

由于参赛球队的扩军，本届欧洲杯
并没有像以前一样出现“超级死亡之
组”， 大部分强队都有很大概率从小组
过关。由于出线规则的修改，4支成绩最
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出线，这让很多球队
看到了晋级的曙光。

本届欧洲杯的最大热门当属德国和
法国队。 前者是2014巴西世界杯冠军，
拥有目前世界最完整的国家队阵容；后
者是东道主，齐达内时代后首次“妖星”
云集，潜力无限。遗憾的是，意大利、英格
兰等传统强队陷入了人才断档的窘境，
荷兰队更是连决赛圈都没打进。 本届欧
洲杯有9场比赛在北京时间21时开球，这
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约

法

【第二章：看点】

链接

法国欧洲杯，或将
成为34岁的瑞典球员
伊布拉希莫维奇的谢
幕演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