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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6141 1 2 9 5 1 9 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2382580.42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327 6 5 6
排列 5 16327 6 5 6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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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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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战南美杯决赛途中坠机
现场仅发现5名幸存者

当地媒体最新消息说， 救援人员在
事故现场发现5名幸存者，已被送往医院
接受治疗。哥伦比亚民航局的信息显示，
机上72名乘客中22人是巴西的足球队
员，28人是足球队技术、 管理人员，22人
为媒体记者。

据美联社消息，获救的5人中包括沙
佩科恩斯后卫阿兰-鲁斯切尔、门将达尼
洛以及杰克逊-福尔曼。此外，还有一名
空姐希梅纳-苏亚雷斯和一位跟队记者
拉斐尔获救。

沙佩科恩斯创建于1976年5月10日，

并于今年创造了球队历史———他们在南
美杯半决赛淘汰阿根廷圣洛伦索， 第一
次闯入南美国际大赛决赛。

球队原计划搭乘其他航班
被巴西民航临时变更

飞机此行的目的地是哥伦比亚麦德
林市。沙佩科恩斯队前往麦德林，原本要
与哥伦比亚国民竞技队进行南美杯决赛
的首回合较量。不幸的是，飞机在麦德林
城外山区的火山口附近坠毁， 坠机时间
大约为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时。 官方声明
称，坠机的原因是电机故障。

根据哥伦比亚媒体报道， 球队本来
要搭乘稍早的飞机出发， 但是收到巴西
民航官方要求更换为两小时后从圣保罗
出发的航班。而就在这次变更航班后，他

们遭遇了不幸。
据悉，失事飞机属于LAMIA� Bolivia

航空公司， 为RJ85机型，1999年3月投入
运营，机龄17年。

国际足联暂停所有会员国球赛
南美足联主席赶往现场

在得知这次空难后， 国际足联（FI-
FA）随即宣布：因一架载满巴西球员的飞
机失事， 即刻终止FIFA所有会员国的全
部足球比赛以示哀悼， 并将协助调查及
跟进善后事宜。 何时恢复全球范围内的
足球比赛， 国际足联将在此次事件处理
完毕后做出告知。

同时，南美足联也发表了官方声明，称
南美足联的一切活动都无限期延期， 主席
亚历山德罗·多明戈正在紧急前往麦德林。

� � � � 北京时间11月29日下午，
一架载有包括巴西沙佩科恩斯
足球俱乐部队员在内的81人的
客机在哥伦比亚西北部坠毁，
仅5人幸存———

足坛之殇

� � � �对于运动员而言， 因需要奔赴世界各地比赛，
飞机已成为出行的首选。回溯历史，一场场“消逝在
空中”的足坛噩梦，令人不堪回首、悲痛不已……

苏佩加空难 意大利足球精英罹难
在70年前的亚平宁半岛上，曾经有一支伟大的

“红色公牛”都灵队———1942年至1949年，“大都灵”
获得了意甲五连冠。

1949年5月4日，都灵队参加完与本菲卡的表演
赛后从里斯本回国，途中遭遇猛烈的风暴。在低能
见度的情况下，飞行员试图采用目视降落，结果飞
机撞到了苏佩加山顶的教堂上，所有31名乘客全部
遇难，包括都灵队的18名球员和2名教练。

空难发生时，当年的意甲还剩4轮，意大利足协
随后宣布都灵队夺冠。

慕尼黑空难 曼联人心中永远的痛
1958年2月6日，这是曼联球迷历史上一个悲恸

的日子。当时，红魔在欧冠1/4决赛中淘汰了贝尔格
莱德红星队。返程时，途中在慕尼黑机场加油后由
于积雪的缘故，飞机两次起飞都宣告失败。在第三
次尝试时，灾难不期而遇———飞机因速度不够还没
来得及爬升，冲出跑道后撞向附近的建筑和装满燃
料的卡车，并随即发生爆炸。

那支曼联队，球员平均年龄只有22岁，而且绝

大部分球员都是由球会的青训系统培养出的佼佼
者，机上44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当中23人丧生，罹难
者包括8名曼联球员及3名职员，8名记者丧生。其
中当时年仅21岁，被誉为英格兰明日之星的邓肯·
爱德华兹身受重伤，多日后宣告不治。幸运的是，
主帅马特·巴斯比和博比·查尔顿等9名曼联球员
幸存下来。

乌克兰空难 17名帕克塔科球员遇难
1979年8月， 帕克塔科是唯一一支来自乌兹别

克斯坦的苏联顶级联赛球队。但在乘机前往白俄罗
斯参加与明斯克迪纳摩的比赛途中，帕克塔科搭乘
的飞机与另一架飞机在乌克兰上空相撞，这次惨重
的事故造成两架飞机上178人遇难， 包括17名帕克
塔科的球员和一些球队官员。

利伯维尔空难 赞比亚队全军覆没
1993年， 赞比亚队成为非洲杯的夺冠热门，也

很有机会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但是在当年4月28日，
这支潜力无限的球队却坠落在大西洋———在前往
客场挑战塞内加尔队的世预赛途中，飞机的左引擎
起火，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附近坠毁，机上的30人
全部遇难，包括18名赞比亚球员。2012年，赞比亚队
历史上第一次夺得非洲杯，球员们也告慰了前辈们
的英灵。 （蔡矜宜 整理）

� � �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11月29日
电 巴西总统特梅尔29日宣布，官
方将为哥伦比亚坠机事件中的遇
难者致哀3天。他同时要求外交部
和民航机构尽一切努力， 为遇难
者家属提供协助。

巴西总统府发表新闻公报
说，特梅尔对空难悲剧的发生感
到悲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
切的慰问。他说，政府将提供一
切方式帮助家属抚平哀痛。他还
要求民航机构马上组织包机，协

助家属前往事故现场。
当天， 沙佩科恩斯俱乐部副

总裁伊万·托佐发表讲话，“沙佩
科恩斯总是给人民带来欢乐……
现在我们要承受这种痛苦。”托佐
还说， 当初他差一点就随队前往
哥伦比亚。他说，他并不为此感到
幸运，而是要竭尽全力做好善后。
据他介绍， 目前遇难者家属已陆
续赶到俱乐部， 许多人都悲痛不
已。他说，俱乐部已经安排包机，
以便经由圣保罗前往哥伦比亚。

巴西总统：为遇难者致哀3天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那些令人悲恸的足坛空中噩梦

沙佩科恩斯足球队（资料照片）

� � � � 11月29日，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市附近的拉乌尼翁，救援人员在坠机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