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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 ÿ��¥|¥x¥|��¥|
»�¥|��¥�O¥pG�¨�È�%���p
-!f¥pG�¨��e�%B -.-.r%��©
¥pG�¨��Ê�e�E��Ø

�� �wx»¼��Ø wx��%��
�¥�%�p±��Ø ä�%CDEÃp�j�
yòw�^%b ä¡�O�¢%�5£¤I
aó8 #.y-.%Ia:{ ,$&! -¥%£¤¦
§¨©b�^ÿ,B ,,&)(Ø ªmº¨þ+,
B $)&, -.%«0rz¢ -&, -.Ø ¬®¯
Õ�r°3Iaÿ± 2,(}ÂB #.(Ø Â²]
³´�¿µ¶¦µ·¸¨GNò�þmGØ

QÜ%wxþ§��®B��¹áØ �5

º¸»T�¨ó8 $##&) -.%)*º¨ $) -
.% A¼�¸½ .&2 -.%�e�50¨J«
bó8 ,.. .%�E¾¿b¨�^:{ -!. ¥
3ÀÁÂ�0��5Ã��ÄÅ�67þ+ )...
y.%7ÆÇ»ó8 2-.. .%7ÈÇ» $&- -
.%»ØwT�^þ+ , -y.%ÉÊ�wT
�^{Ø

+1���ËÌbGNØ �p $) f¥p
G��e�%Çm±Íb��t� $- ½X|¥
x� )½X|0q !&2½XØm±��kÎ0Ï
ÐÑ $2#. ¸%��k�� ,2.) ÒØ �5ÄÓ
ÔÕÖ ,2!.D%�Ôk�* ,&#-fØ 4-×Ø
S¦µÔ�üG%, -#).5ÙØ ¦§0ÚGÂ
Û�äÜÝ»¥¢G�e�%©ò>¥WtÝ
$-. -`%¥Ì, ).. �-ÎØ ¦§Þßàt
·Y�äáâ|Ê�%ã¦ ,.. �-Îä¨�
4... ÓOâ§tØ åaæ�ØS¦µÔ�ü
G¨� $!×Ø

�þ¢£¥xæ�§çØ >¸�èCDE
¥xæ�déêë-.$)5-.-.Â% �!$%,|W
Í|ÁW|¸TUÕ#�¥xvÐ~7|ìí
N|8\NÕîrm(O¥xÇÈRâ%ï2
�ðñ!"[ñzmØ ´é¦§ $2 -.!$
%,ij' $&$ -.�rWX%ò�¥xæ�Ø
+1��Äy5Ëó5��ôç´éØ �E +f
Ä;«ôËx34vÂÐoõu�|!$àt
ö÷�'øù�Õ�óú%¨~Ð~7|!$
%,| WÍÕijþ+ ,).. .% °û»ü
2,42ô%�ýç�ð@D -!,.@Ø 4fD;«
ôËxþ34v\Xoöz�|!$àtÿP
�Õ�ù�% �ýç ++$ ñÇ -4$) @¦§Á
W|]^_Õ¥xØ

QÜ%IE!!$%,|WÍ|ÁWãä¥
xæ�OÎÊÔ�â"% C!$'#ÂÐ|Ñ
¯| nDÕGoì$!$%,ij ! -.%C
!$'%&x|?'ÕGoì$WÍ|ÁWi
j ,-.% ýç�E , -�ñ|$. -��ð@
D��z�Ø !!"#$ %&'(!

!"#$%&'
!!!"#$%&'()*+,

下期奖池：6520734499.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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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81 1 0 6
排列 5 18281 1 0 6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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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1 06 07 21 29 30 01+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1

10000000 20000000

60000006000000

�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周倜
通讯员 颜玉平 万锐）10月14日，湖南
体育职业学院举行2018长沙国际马拉
松赛志愿者岗位培训， 对该校1200名
即将服务“长马”赛事的学子进行思想
动员、业务技能指导。

据悉，自“长马”举办以来，湖南体育

职业学院每年都组织校内优秀学子，
投身赛事志愿服务工作。 今年已是学
院第4年承接长沙国际马拉松赛志愿
者工作任务。通过观看“2018长马志愿
服务视频”，1200名经学院层层选拔的
优秀学子对“长马”赛事的发展、定位、
内容等方面有了清晰认识。此外，2017

长沙国际马拉松赛志愿者代表彭科期还
与学生志愿者分享了志愿服务的实战经
验。培训课上，2018长沙国际马拉松赛组
委会志愿者部部长文瑶、湖南体育职业学
院刘锡梅教授等专家还对执裁标准、志愿
服务内容与要求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

2018长沙国际马拉松赛将于10月
21日7时鸣枪。比赛将设马拉松、半程
马拉松、欢乐跑3项，将有24000名选手
参与本次比赛。

� � � � 15日，荷兰队在一片欢腾中“送别”
卫冕冠军美国队， 提前挺进女排世锦赛
四强。

本次世锦赛的六强赛， 美国与中国
和荷兰队同在H组， 小组前两名进入四
强。在14日的首场交锋中，中国女排以3
比2逆转美国队，占得晋级先机。本场与
荷兰队的交锋，美国队唯有获胜，才有晋
级希望。

比赛开始后，荷兰队在前两局比赛处于
慢热状态，屡次更换阵型、战术均不奏效。美
国队迅速进入状态， 在落后8分的情况下完
成惊天逆转，以32比30先下一城。第二局更
是乘胜追击，以25比15赢得干脆利落。

转折发生在第三局。 荷兰队接应斯
洛特耶斯渐入佳境， 强攻与发球均有建
功，帮助球队逐渐走出困境。美国队明显
难以“招架”这位王牌选手，荷兰队趁势

连扳两局，双方又回到同一起跑线。
决胜局，斯洛特耶斯与普拉克两人发

挥抢眼，屡次凌厉扣球得手，荷兰队很快占
据主动，率先以8比5进入首个技术暂停。此
后荷兰队愈战愈勇，将美国队“逼上”险境
直至崩盘，最终以3比2逆转对手。

两战过后，美国队以两个2比3负于中
国、荷兰队，提前出局。

在G组较量中，意大利队15日苦战5
局战胜东道主日本队， 已确定携手塞尔
维亚队提前锁定四强席位。 如若不出意
外， 本届赛会未尝败绩的意大利队将顺
利拿下G组头名。

美国队“提前回家”，中国与荷兰姑
娘均“喜提”四强名额。但“携手晋级”的
“兴奋劲儿”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狭路
相逢”的紧迫感———16日晚，中国队与
荷兰队将展开正面交锋， 向小组头名发
起全力冲击。对双方来说，拿到小组头名
很有可能在半决赛的“运势” 上占据主

动，因为一旦落入H组第二席位，将很有
可能迎战劲旅意大利队。

对于中国队而言，毕竟在本届赛会中
唯一的失利就是败给意大利队。如若能避
开意大利队，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的夺冠

之路想必会更顺遂。不过，自从不敌意大利
队后，中国姑娘渐入佳境，连续战胜美国、
俄罗斯队更是士气高涨。正如主帅郎平所
言，“中国女排的状态也该出来了”，或许中
国姑娘已经找准了作战节奏。

� � � �10月15日，在女排世锦赛H组的一场对决中，荷兰女排以3比2逆
转美国队，携手中国女排提前锁定四强席位。中荷女排将在16日晚
展开较量，向小组头名发起全力冲击———

中荷女排今晚对决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通讯员 张睿
肖旭冰 记者 颜石敦）2018年全国青少年
武术套路冠军赛13日在郴州五连冠体育
训练基地开赛， 吸引全国30多支代表队
500余名运动员参加。

这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
管理中心主办，郴州市文体广新局、郴州
市北湖区政府承办，设拳术、短器械、长
器械、对练4个大项13个小项，将进行刀
术、剑术、南刀、太极剑、棍术、枪术、南棍
等比拼。比赛将于16日闭幕，充分展示青
少年武术爱好者风采。

据介绍， 这是北湖区首次承办全国
顶尖武术赛事。近年来，北湖区认真落实
全民健身战略，积极承办各类大型赛事，
不断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形成了全
社会热爱体育、崇尚运动的良好风尚。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王亮 通
讯员 谭婷）2018中国户外健身休闲大会
东江湖站暨首届“雾漫小东江”国际半程
马拉松赛13日在资兴市东江文化广场鸣
枪，来自瑞典、俄罗斯、埃塞俄比亚等世界
各地近5000余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

“雾漫小东江”国际半程马拉松赛设

半程马拉松赛（21.0975千米）和健康
跑（4.3千米）两个项目，赛道全部位于
东江湖景区， 选手一边奔跑在山水环
绕的赛道上， 一边欣赏着江面的雾漫
奇景，再加上23摄氏度的凉爽气温，跑
步比赛变成一种享受。

最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Bayines以1

小时8分13秒获得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
军，女子组冠军被埃塞俄比亚的Getahun
摘得， 她的成绩是1小时18分21秒。来
自深圳的赖晓斌和昆明的张开琴，分
别获得男子组和女子组第3名。

除半程马拉松赛， 本次大会还有
徒步毅行、 自行车联赛两个竞赛项目
以及趣味嘉年华、音乐晚会、攀岩等体
验活动， 特色表演项目独竹漂也吸引
众多选手及游客观看。

�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周倜 通讯员 陈放）“巅峰湖
南·2018” 六大名山连登积分联赛石门壶瓶山站10月14日落
幕，来自国内外800余名选手参加角逐。

比赛设越野登山、徒步登山两个组别。其中，越野登山组选手
于比赛当日早8时自壶瓶山山脚出征，比赛距离为21公里。徒步登
山组比赛于当日9时从壶瓶山镇出发，距离为6公里。最终，长沙选
手张有青、甄燕南分获越野登山组男、女冠军，成绩分别为2小时
02分03秒、2小时30分46秒。

“巅峰湖南·2018”首届六大名山连登积分联赛以“全民登
山、全民健康”为主题，以湖南名山为坐标，活动将贯穿全年，
是面向国内外登山爱好者的综合性大型登山积分联赛。目前，
赛事已完成５站，最后一站将在南岳衡山举行。

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石门县政府主办，湖南泽途体育文
化有限公司和湖南鸿阳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执行。

全国青少年武术套路
冠军赛郴州举行

东江湖举行国际半程马拉松赛

1200名体院志愿者助力“长马”

六大名山连登积分联赛
石门壶瓶山举行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周倜）2018“健康中国湖南行·徒
步穿越大湘西”活动怀化小横垅站越野赛10月14日收官。来自全国
各地的千余名越野爱好者参与其中，享受徒步越野的快乐。

本次活动选址怀化市溆浦县小横垅乡， 境内的罗子山属
雪峰山脉，最高峰1378米，一年四季云雾缭绕，神秘莫测。

据悉， 本次比赛设30公里与50公里两个单项。50公里组
于比赛当日早6时鸣枪出征，实际竞赛距离为55公里，选手翻
越罗子山、 抗乐山以及紫金山， 累计爬升3374米、 累计下降
3377米，在高难度中完成自我挑战。30公里组于比赛当日早8
时出发，实际竞赛距离为35公里，选手穿行约8公里的硬化道
路、14公里的土路以及13公里的古道野路， 累计爬升约1995
米、累计下降2007米，难度同样不容小觑。

最终，唐夜龙、陈丽凤分获30公里组男、女冠军，分别用时4小
时04分57秒、4小时56分36秒；50公里组男、 女冠军分别被杨晨、
岳永夺得，成绩分别是7小时13分36秒与8小时04分49秒。

本次活动由省体育局、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办，省
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中心、怀化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湖
南凌鹰户外体育运动有限公司全程运营。

穿越大湘西走进怀化小横垅

� � � � 10月 14日，
在2018年世界女
子排球锦标赛第
三阶段H组比赛
中，中国队以3比2
战胜美国队。图为
中国队球员丁霞
在比赛中庆祝得
分。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