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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巴黎10月29日电 法国羽
毛球公开赛29日迎来决赛日。被称为“围
城组合” 的郑思维/陈清晨在混双决赛中
不敌印度尼西亚的奥运会和世锦赛双料
冠军阿玛德/纳西尔， 中国队在全部五个
项目中无缘夺冠， 创下赛事2007年升级
为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以来的最差战绩。

此前中国队曾在2010年仅由王仪涵
折桂女单，2015年黄雅琼/汤金华在女双
项目上夺冠， 去年则摘得除男双之外的

其余四个项目桂冠。
郑思维/陈清晨曾在8月的世锦赛决

赛中负于阿玛德/纳西尔。此番再战，“围
城组合” 两局比赛前半段均能和对手陷
入缠斗， 但关键分的把控上印尼组合更
胜一筹。因违例被罚分直接输掉首局，更
是影响了中国队组合的心态。20比22、15
比21，郑思维/陈清晨再度告负。

在阿玛德/纳西尔夺冠前，世界排名
第39的印度尼西亚女双组合波莉/拉哈

尤“一黑到底”，继半决赛淘汰世界第一
的陈清晨/贾一凡后，又在决赛中以21比
17、21比15击败上周丹麦公开赛夺冠的
韩国组合李绍希/申升瓒。

国羽男单选手在四分之一决赛过后
就已全部出局。 今年的男单赛场冷门不
断、竞争开放，来自印度的赛会八号种子
斯里坎特在决赛中以21比14、21比13轻
取日本选手西本拳太，继丹麦公开赛后连
续两周收获超级系列赛冠军。女单冠军归

属中国台北名将戴资颖，现世界第一以21
比4、21比16击败日本好手山口茜。

男双卫冕冠军鲍伊/摩根森同样难
挽败局，两位丹麦老将以19比21、21比23
将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李洋送上最高
领奖台。

法国公开赛是本赛季世界羽联超级
系列赛12个分站赛中的第10站。11月的
中国公开赛和香港公开赛过后， 年终总
决赛将于12月中旬在阿联酋迪拜举行。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王亮）随着全国各地的选
手29日陆续抵达长沙，2017年全国体操冠军赛“呼之欲出”。
今天，男子项目率先进行了赛台训练，正式比赛将从11月1
日打响，比赛地点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大运馆。

本次比赛共有北京、上海、湖南以及八一队等22支队伍
参加，张成龙、林超攀、范忆琳等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将登台
亮相。我省派出16名选手参赛，其中男子9人，女子7人，第十
三届全运会选手商春松和谭佳薪没有出现在参赛名单中。

根据赛程安排，10月30日、31日各参赛队进行赛台训
练，正式比赛将在11月1日打响，当天将进行男子资格赛。为
提升比赛的关注度，增强民众对体操的了解，本次冠军赛的
所有门票全部赠送，观众可到省体育局体操中心咨询领票。

本次冠军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办，
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国内大赛，也是新周期的第一场冠军赛。
为调动运动员积极性，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还
首次设立奖金，总额10万元。

“健康株洲，市运惠民”

株洲市举办
第十三届运动会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谢昱婷 马晶）10月29日晚8时，

“动力飞扬”———2017年株洲市第十三届
运动会开幕式晚会举行，标志着该市4年
一次的体育盛会开幕。

株洲市第十三届运动会以“健康株
洲，市运惠民”为主题口号， 自8月启动，
今天起展开总决赛， 将持续到11月。 运
动会设立青少年组和成年组， 涵盖各县
市区、 社会各层面和各年龄阶段， 参赛
运动员年龄最大的70岁， 年龄最小的5
岁， 体现了全民参与、 全民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

相比往届运动会， 本届运动会新增
了攀岩、 轮滑、 瑜伽、 高尔夫、 跑酷、
航空模型、 射箭、 舞龙舞狮、 健身健
美、 体育舞蹈、 排舞、 健身气功、 广场
舞、 健身球、 垂钓、 门球、 广播体操、
柔力球等18个大项,许多是群众参与度高
的健身项目。

开幕式晚会上演了精彩的全民健身
节目展演和体现株洲特色的文艺节目，以
展现株洲人民昂扬进取的精神风貌。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周倜）
2017“徒步穿越大湘西”（溆浦站）越野
挑战赛29日在溆浦县朱溪村收官，200
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乐在其中，在14个
小时内完成了50公里的越野挑战。

自2014年张家界站的试线活动开
始，“穿越大湘西”系列活动至今已走过7
站，今年上半年，该活动荣获国家体育旅
游精品赛事。

本次“穿越”全程共计50公里，设4

个打卡点， 选手需在14小时内完成挑
战。最终，来自广西桂林的蒋晓明以5小
时17分35秒获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冠
军则被来自湖南吉首的19岁姑娘吴新
花摘得，成绩是6小时30分20秒。

望城区中小学生足球赛落幕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通讯员 李畅江 记者 王亮 ）

2017长沙市望城区“金富·星悦汇杯”中小学生校园足球赛
29日落幕，本次比赛10月10日打响，来自望城区的45支中、
小学生队伍，700多名小球员参加角逐。

最终，金海中学荣膺男子组初中和高中“双料”冠军，小
学甲组冠军为高塘岭实验小学（东校区），长郡月亮岛学校
问鼎小学乙组第一名，中学女子组第一名被书堂中学斩获。

“围城组合”无缘卫冕

国羽创下法国公开赛10年最差
全国体操冠军赛长沙举行
11月1日率先展开男子资格赛，门票全部赠送

� � � � 10月29日，在加拿大
马克姆市进行的2017年
国际乒联女乒世界杯女单
决赛中， 中国选手朱雨玲
以4比3战胜同胞刘诗雯，
夺得冠军。 图为朱雨玲在
决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穿越大湘西”（溆浦站）越野挑战赛收官

下期奖池：4224508242.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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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 3 17296 3 1 8
排列 5 17296 3 1 8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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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127 02 15 18 21 22 03+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7

1

5932533 100853061

35595193559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