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全运会男子十米气手枪团
体赛，单项资格赛结束后，山西队夺冠，
这也是开幕式后诞生的首枚金牌。河北
队获得亚军，解放军队排名第三。 东道
主辽宁队只排名第五。

郑洁，彭帅组合
晋级美网 16 强

已经无缘单打比赛下一轮的中国
“金花”郑洁、彭帅 8 月 31 日登场参加
了女双比赛，结果两人所在的组合均战
胜对手，顺利晋级 16 强。

郑洁与印度选手米尔扎的组合
以 6 比 3、7 比 5 击败匈牙利选手毛
罗希和美国选手莫·莱维的组合 。 闯
入 16 强之后 ，郑洁 /米尔扎组合的对
手将是赛会六号种子 、德国选手格勒
内费尔德与捷克选手佩施克斯的组
合 。

在温网成功夺冠的彭帅和谢淑薇
组合当日遇到库兹涅佐娃和斯托瑟组
合， 结果在前两盘战成 1 比 1 的情况
下，“海峡组合” 在决胜盘连续破发，最
终以 7 比 5、4 比 6 和 6 比 3 击败对手
晋级。 “海峡组合”下一轮的对手将是扬
科维奇和巴罗尼。

郎平上任后神奇纪录遭终结
虽然谁都能想到中国女排与

巴西之战中会处于劣势， 但或许很
少有人能预测到是这样一个惨淡的
结局。 19 连胜后，郎之队终究尝到
了败北的滋味。纵览全场比赛，中国
队几乎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 当然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今后的机会还有
很多，终极目标里约奥运会之前，事
实上郎平也需要一场失利。

19 连胜后， 郎平的这支女排
在外界看来似乎已经能与巴西队
掰一掰手腕，但当中国队在场上和
对手真刀真枪的对决起来时，才能

发现两队巨大的差距，郎平的球队
无论是在进攻还是防守环节，都无
法与灵活而又“暴力”的巴西女排
匹敌。 很快，在郎平二次执教女排
后的第 20 场比赛， 遭遇了一场惨
痛的失利。

创造了新奥运周期，甚至是近
年来最惨痛的一场失利后，郎平并
没有失落，20 场比赛下来，无论是
她对年轻球员的信任，对球员技术
上的改造，还是她在精神上对队员
的要求，都为中国女排将来取得好
成绩留下更多的资本。

买“大乐透”幸运抽奖活动即将接近尾声！
“购超级大乐透 免费游北京 亲临开

奖现场”活动自开展以来，深受彩民朋友
的喜爱与支持，目前活动已过半，望广大
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积极参与其中，赢得
一个与体彩开奖亲密接触、免费畅游“帝
都”的机会。

活动于（8 月 10 日）正式启动，9 月 9
日结束（超级大乐透第 13093 期--13105
期），活动期间，凡在青海省内任意一家
体育彩票销售网点，购买“超级大乐透”

玩法单张彩票投注金额达 12 元以上（含
12 元），不含多期投注，均可参与本次抽
奖活动。 此次活动共抽出 20 位幸运者，
免费赴北京现场观看超级大乐透开奖、
游览北京名胜古迹。

据了解，符合条件的彩票将通过抽奖
软件随机抽取，由公证人员、新闻媒体和
社会公众代表现场见证抽奖过程。抽奖时
间为 9 月 12 日， 抽奖结果将在 9 月 13
日、14 日、15 日的《西海都市报》、青海体

育局网、省体彩中心官方 QQ 及我省各体
彩销售网点公布。 自抽奖结果公布之日
起，中奖者于 2 日内持本人身份证和中奖
彩票到省体彩中心进行中奖确认和信息
登记。凡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登记或者彩
票丢失的均视为自动放弃。

本次活动的开展， 得到了广大朋友
的积极参与，距离活动截止还有四期，请
各位朋友抓紧时间， 并保存好自己的彩
票，不要错失良机哦！ （郭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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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体育彩票中奖公告

玩法 期数 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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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和体彩的亲密接触

五月的北京，满眼的郁郁葱葱。
在一阵阵欢声笑语中， 满载着大家
的期望， 我们结束了愉快的北京之
旅。 这次让我们真正零距离体验了
体彩 “公开 、公平 、公正 ”的开奖过
程， 同时饱览了北京魅力十足的风
景名胜。

亲临体彩开奖现场， 体验真正
的“零距离”

5月 20 日晚， 我走进了位于北
京丰台区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演播
大厅” 现场观看体彩玩法的摇奖全
过程， 对于我这个刚刚加入体彩队
伍的人来说， 那一刻的心情激动中
更加期待。

一进入大厅， 正前方是一面湛
蓝的背景墙， 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
“中国体育彩票”的字样，那一抹蓝
仿佛诉说着体育彩票事业犹如天空
一般广阔，带给人们无私的关爱；犹

如海水一般清澈，为了“公开、公平、
公正”而所付出的努力。 讲解员为我
们详细讲解了中国体育彩票十余年
来取得的巨大进步和对社会公益事
业做出的突出成绩。 一转眼，我看到
了大厅还设有销售终端， 顿时显得
有些迫不及待， 抓紧时间买几注一
试身手， 好在开奖之前多给自己的
幸运加几注筹码。

在正式进入开奖现场之前 ，讲
解员给大家介绍了在开奖现场的注
意事项后送给大家当天晚上要开的
奖票，还有“顶呱刮”票，我的幸运在
这一刻就开始了，因为我的那张“顶
呱刮”来了个开门红。

晚 8 时许，经过严格的安检，我
们来到了一直以来让许多人感到神
秘的开奖现场。 开奖大厅里工作人
员和公证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
着，对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都认

真、严格，一丝不苟。 有的在检测开
奖设备，有的在对开奖机进行试机，
还有公证人员在检查开奖号球，整
个现场忙而不乱，整洁有序。 工作人
员逐一对整个开奖流程和摇奖器具
进行详细介绍，特别强调，各玩法开
奖使用的号球， 除了公证人员外其
他任何人都不能接触。 为了一解摇
奖号球之谜， 工作人员让大家亲手
感受了超级大乐透摇奖号球样品，
因为材质独特，摇奖号球弹性十足，
很轻、实心。

因为是直播， 讲解员之前就告
诫大家， 任何轻微的声响都可能会
对摇奖造成难以估计的影响。 随着
主持人轻轻按下启动按钮， 摇奖机
开始工作了。 随着号球在摇奖机内
快速旋转、落下，心也跟着起伏。 每
个人都屏着呼吸认真核对着自己手
中的彩票，期盼着幸运女神的眷顾。

而当我看到“排列三”开出的号和我
刚买的号一样时， 那种开心无法用
语言形容， 因为在摇奖现场亲眼看
着自己中奖，太激动了，但因为是现
场直播， 不能像本来想的一样大喊
一声：“我中了！ ”再看看其他人，无
论中奖与否，脸上都洋溢着兴奋、激
动和快乐的笑容。

最后， 主持人宣布了本期的开
奖结果， 现场公证人员做了详细登
记，代表这次的开奖结果是真实的、
有效的。 为了让我们能够亲身体会
开奖的公平、公开，工作人员还特别
邀请每个团队中的代表上场对开奖
后的号球进行了检查。 而随后由国
家体彩中心颁发的 “开奖参观监督
证书”更是让大家爱不释手。 同行的
业主杨哥激动地说 ：“我回去就把
‘开奖参观监督证书’挂在我的网点
最显眼处， 让所有人了解体彩的阳

光开奖”。
体育彩票 是一座友谊桥梁
归途，大家没有了初行的陌生，

一路上回味着旅途中的趣事。 车厢
里开心的笑声引得他人投来羡慕的
目光。 短短六天的时间里，让曾经陌
生的我们因体彩这条纽带彼此间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大家互留联系方
式， 离别时互相叮咛今后一定要常
联系， 那一句句叮咛的背后透着每
个人心中丝丝的不舍……

回到家， 我把这次旅途的点点
滴滴都讲给女朋友听， 她说：“我也
要买大乐透，参加下次的抽奖，我也
要去北京。 ”其实，此时我很想告诉
她：带她去北京看开奖，一同见证体
彩的阳光开奖也是我如今最大的愿
望。

体育彩票 20280 竞彩店业主：
王博

雪藏了朱婷和惠若琪的中国女排 9 月
1 日下午 0 比 3 负于伦敦奥运冠军巴西队，
获得 2013 年世界女排大奖赛亚军。 中国队
在本届大奖赛预赛和总决赛阶段的 13 连
胜以及郎平上任后的 19 连胜就此终结，这
也是中国队自 2008 年以来在世界女排大
奖赛中对巴西队的九连败。尽管如此，亚军
已经是自 2007 年以来中国队在世界女排
大奖赛上的最佳战绩， 中国队此前唯一夺
冠是在 2003 年。 这是巴西队第九次夺得世
界女排大奖赛冠军。 欧洲冠军塞尔维亚队
在稍早进行的比赛中 3 比 2 险胜意大利
队，夺得本次比赛的第三名。

世界女排大奖赛 0 比 3 负于巴西获亚军

郎平 19连胜被终结

中国女排最怕的对手就是巴
西队， 对手防守实力和技术能力
都是世界第一， 而且进攻能力还
不差。相反中国队虽有网上能力，
但是基本功和对手相比有明显差
距。 9 月 1 日两队展开大奖赛冠
军之争，比赛呈现出一边倒态势。
巴西女排在各个环节占据绝对优
势，轻松取得三局零封胜利。郎平
遭遇执教后的首场失利， 她也成
为最近 5 年来又一位面对巴西吃
到苦头的中国队主帅。

自从 2008 年 6 月大奖赛北
仑站以 3 比 2 惊险战胜巴西队以

来，中国队在随后的 5 年中没有在
大赛中赢过巴西队 （不算 2011年
总统杯）。 中国女排在大赛中遇到
巴西遭遇 11连败， 而且大多都输
得很惨， 其中包括 7 场 0 比 3 惨
败。在中国队终结逢意大利三场不
胜以及逢美国五场不胜的尴尬后，
仍然无法阻止最大苦主巴西在自
己身上拿到又一座冠军奖杯。不过
值得肯定的是，虽然中国女排怎么
也打不过巴西女排，但总算还是收
获了一个分量颇重的亚军。郎平执
教仅有数月，但是已经让我们看到
了女排光明的未来。

大赛战巴西惨遭 11 连败

男子气手枪团体夺冠

山西射落全运会首金

中国女排时隔六年再夺总决赛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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