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期奖池：585489539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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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5 1 6 0
排列 5 18155 1 6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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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067 03 07 12 18 31 07+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10000000 10000000

00

6月18日 23:00
比利时-巴拿马

6月19日 2:00
突尼斯-英格兰

6月23日 20:00
比利时-突尼斯

6月24日 20:00
英格兰-巴拿马

6月29日 2:00
巴拿马-突尼斯

6月29日 2:00
英格兰-比利时

G组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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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尽管突尼斯和巴拿马
没有多少存在感， 但并不
妨碍G组成为8个小组中身
价最高的一个。 由于英格
兰和比利时的存在， 该小
组总身价高达17亿欧元。

阿扎尔是比利时当仁不
让的第一球星， 这位切尔西
核心球员， 在俱乐部和国家
队比赛中总是充满创意。 比
利时的另一个关键先生是德
布劳内， 他也是世界上最有
创造力的中场球员之一， 如
果能够复制在曼城的表现，

比利时将变得非常可怕。
英格兰小鲜肉众多， 但

当家前锋还是来自热刺的凯
恩， 这个英超最好的射手，
将续写英格兰的9号传奇。

此外， 本组还有两个球
员格外吸引中国球迷， 就是
比利时阵营中效力于中超天
津权健的维特塞尔和大连一
方的卡拉斯科。 根据比利时
的战术和人员配置， 维特塞
尔和卡拉斯科不一定是首发
球员， 但都是球队的重要轮
换球员。

看着维特塞尔和卡拉斯
科征战世界杯， 天津和大连
的球迷肯定带有别样的感情，
甚至将比利时视为主队。 但
对绝大多数中国球迷来说，
难免会触景生情： 中国队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晋级世
界杯呢？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 � � �最后十几秒的争夺、 冲破体育馆天花板的呐喊，
2015年男篮亚锦赛时，湖南球迷的激情在衡阳重现。

6月10日， 中国男篮红队与澳大利亚NBL明星
联队的系列热身赛第二场在衡阳举行，中国男篮红
队在首节仅得4分，前两节一直落后的局面下，下半
场奋起直追并一度反超，但由于最后时刻的失误和
裁判的一个关键判罚，最终以55比58遗憾落败。

本场是中国男篮为备战2019年篮球世界杯亚
洲区预选赛第三阶段进行的热身赛，是中国男篮继
2015年后再次来到湖南。

与上一场最后一节崩盘相比，男篮红队本场截然相
反，开局十分糟糕。上半场只得到16分，尤其是第一节仅
有4分入账，创下中国男篮队史单节得分最低纪录。下半
场男篮红队加强了防守和内线进攻，手感逐渐回暖，在第
三节还剩5分钟时以29比29第一次追平比分。此后，王哲
林频频得手，赵泰隆也多次命中3分球，男篮红队始终紧
咬比分并一度反超。但在比赛最后几十秒，男篮红队出现
两次失误，澳大利亚男篮则命中3分球，随着最后十几秒
赵泰隆远投3分被封，阿不都沙拉木又被吹犯规，男篮红
队最终遗憾失利。

主帅李楠赛后说：“第一节太糟糕了，但全场相
对上一场比赛还是有进步。 球队外线还需提高，这
也是我们接下来要着重加强的地方。” 双方下一场
的较量将于12日在北京进行。

今年8月， 第十三届省运会将在衡阳和邵阳两市举
行，衡阳市承办开、闭幕式以及青少年组赛事。衡阳市文
体广新局局长蒋勋伟表示：“衡阳举办中澳国际男篮对抗
赛，既是对省运会的一次预热，也是一次真刀真枪
的模拟赛。”

责任编辑 周倜
2018年6月12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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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世界杯特刊

55比58不敌澳大利亚明星队

中国男篮红队激战衡阳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 � � �图为中国男篮红队球员（红）在比赛中拼抢。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G组实力泾渭分明，
差距巨大， 巴拿马和突
尼斯很难对比利时和英
格兰造成威胁。

� � � � 继2014年后，比利时“黄金一
代”再次冲击大力神杯。经过4年的
积淀，这支欧洲“红魔”底气更足，
实力更强。

与任何一支队伍相比，比利时
的星光都毫不逊色，阿扎尔、德布
劳内、库尔图瓦、孔帕尼，核心球员
基本是欧洲五大联赛的顶级球星。
如果说4年前，进入8强的“黄金一
代”还有些青涩，今年的比利时已
完全具备4强的能力，只待“开花结
果”。

作为世预赛欧洲区小组赛进
球最多的队伍之一，强大的攻击力
是比利时的取胜利器， 阿扎尔、德
布劳内、梅尔滕斯和卢卡库等在各
个豪门都是“大腕”，这条攻击线放
眼32强也数一数二。

显而易见，充满天赋的比利时
不会缺少激情和进球，相对不足还
是防守的稳定性和经验的欠缺。小
组赛时，面对实力较弱的突尼斯和
巴拿马， 比利时的优点会扩大。但
进入淘汰赛，面对实力强大、攻守
均衡的劲敌， 如何战斗到最后，保
持专注和耐心，是比利时实现超越
的关键。

在充满变数的世界杯舞台上，
比利时阵中压力最大的或许是主
帅罗伯托·马丁内斯。 这位第一次
带队参加世界杯的西班牙籍主帅，
手里握着一把能笑到最后的“好
牌”，如果没打好，必定要担负最大
的责任。毕竟下一个“黄金一代”就
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才华横溢的比利时
还不结“果”，更待何时1

� � � � 虽然拥有世界第一足
球联赛，英格兰在世界杯上
的表现却略显尴尬， 最近5
届世界杯的最好成绩仅为8
强，上届连小组赛都没能出
线。来到俄罗斯，英格兰希望
走出“阴霾”，踢出属于自己
的荣耀。

与往届世界杯相比，本届
英格兰有点不一样，他们有年
轻的主教练索斯盖特，球队平
均年龄可以排在32强的倒数

第3位。拉什福德、斯特林、戴
尔、阿里等，这些年轻无极限
的球员灵光一现或许就能让
球队创造奇迹。

一向有“资格赛之王”称
号的英格兰在预选赛中一
枝独秀，取得8胜2平的骄人
战绩，打入18球、失3球，战
斗力、稳定性爆棚。正赛分到
G组，英格兰晋级前景光明，
第一或第二的小组排名也
无伤大雅。由于H组的4支球

队波兰、塞内加尔、哥伦比亚
和日本的实力差距不大，因
此不管英格兰在淘汰赛遭
遇哪支球队， 面对的挑战大
同小异，关键还是做好自己。

尽管队伍朝气蓬勃，分
组抽到上上签， 英格兰仍不
能掉以轻心， 因为哥斯达黎
加在巴西世界杯的惊人表
现已警示过他们， 不能轻视
任何对手。这份谨慎，或许能
让英格兰走得更远。

活力四射的英格兰 摆正心态，一雪前耻2

身价最高的小组 大牌众多，也有“熟”人3

� � � �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 （记者 王亮） 记
者今天从省体育局了解到， 2018湖南省青
少年高尔夫球公开赛 （U系列赛） 暨湖南
省青少年高尔夫球队选拔赛将于6月底举
行。

今年6月5日，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做了
《青少年工作五年发展规划》，从普及推广、
提升竞技水平、 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详
细规划。省高尔夫球协会响应中国高协，也
将在青少年培养上发力。

据介绍， 即将亮相的2018湖南省青少

年高尔夫球公开赛由湖南省体育局主办、
湖南省高尔夫球协会承办、 湖南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协办、 湖南科来雅体育文化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独家运营。赛事共有4站分
站赛和1站总决赛， 设U21、U18、U15、U12
以及U9五个组别，男、女子个人比杆赛。赛
事将于六月底在浏阳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开
赛，12月在株洲湘水湾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决出最后名次。 省高球协会秘书长曹品质
表示：“希望赛事能够持续办下去， 培养更
多的‘李昊桐’。”

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公开赛6月底挥杆

� � � �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 （记者 周
倜）2018中国垂直马拉松挑战赛6月9
日在长沙市浦发金融大厦鸣枪。来自
全国各地的500名选手参与其中，诠
释“向上的力量”。

垂直马拉松于19世纪末伴随着摩
天大楼的出现而诞生， 俗称登楼大赛，
最快到达顶点即为胜者。

本次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女大众
组共3个组别， 来自全国各地500名“垂

马” 爱好者向23层628级台阶的大楼发
起挑战。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湖南的“中
国垂马第一人” 曾文波以2分28秒获得
男子精英组冠军。两名湖南选手胡祖兴
和周清兰分获男、女大众组冠军，成绩
分别为2分32秒、3分22秒。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
心、省体育局作为指导单位，浦发银行
长沙分行主办， 湖南体运通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赛事运营。

2018中国垂马挑战赛登陆星城
500名选手诠释“向上的力量”

� � � � 右图： 6月6日，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进行的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中， 比利时队以3比0战
胜埃及队。 图为比利时队球员阿扎尔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拔剑四顾无追兵
比英二虎怅寥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