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尤文积分 102 分
创下欧洲新纪录

5月 18 日晚， 意甲领头羊尤文图斯在已
经提前拿到意甲联赛冠军的情况下， 毫无悬
念地在主场 3 比 0 击败无欲无求的卡利亚
里，尽管一场胜利看起来是在情理之中，并无
任何意外， 但是这场比赛的胜利却有着非常
特别的意义，因为这场比赛拿到 3 分之后，尤
文图斯本赛季意甲 38 轮比赛结束之后拿到
了惊人的 102 分， 这是欧洲足坛顶级联赛的
历史最高积分。 此前的纪录是葡萄牙球队本
菲卡创造的， 在 1990-1991 赛季他们拿到了
惊人的 38 战 32 胜 5 平 1 负， 如果以三分制
计算的话，总分是 101 分。 据新浪体育报道

中韩女足
携手进世界杯

北京时间 5 月 17 日，2014 年越南女足亚
洲杯 B 组结束第二轮争夺。 韩国队 4 比 0 轻
取泰国队。 两轮战罢，韩国队和中国队同积 6
分，泰国队和缅甸队则均两连败积 0 分。 中、
韩女足因此提前一轮锁定小组前二位置，不
仅仅确保本届亚洲杯的四强席位， 且拿到了
2015 年加拿大女足世界杯决赛圈的入场券，
这也是韩国女足继 2003 年美国世界杯后第二
次获得世界杯决赛圈入场券。 中、韩女足也成
为除东道主加拿大队外， 全球获得门票的球
队。 据凤凰体育报道

新华社巴塞罗那 5 月 17 日电 在
17 日进行的西甲第 38 轮， 同时也是本
赛季最后一轮的一场焦点战中， 坐镇
主场诺坎普球场的巴塞罗那被到访的
马德里竞技队 1 比 1 逼平。 马竞以 90
分， 在时隔 18 年再夺西甲联赛冠军。

巴萨与当天 3 比 1 战胜西班牙人
的皇马同积 87 分， 凭借相互战绩上的
优势成为亚军， 皇马位列第三。 当天
另一场比赛巴伦西亚 2 比 1 胜塞尔塔。

这是马竞的第 10 个联赛冠军奖杯。
他们的夺冠还打破了自 2004-2005 赛季

以来皇马和巴萨在西甲轮流坐庄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 算上本场比赛， 本赛季
巴萨与马竞在各项不同赛事中共交手 6
次， 巴萨无一获胜， 且头号球星梅西都
没能取得进球。

阿根廷教练西蒙尼上任两年半以
来， 已为马竞拿到了 4 个冠军， 此前
三个分别为 2012 年欧罗巴联赛冠军、
欧洲超级杯以及去年的西班牙国王杯。
眼下， 马竞还有希望争夺欧冠桂冠以
及下赛季初的西班牙超级杯。

在射手榜方面， 皇马前锋克·罗纳

尔多以 31 个进球加冕本赛季西甲射手
王， 巴萨球星梅西 28 球排在次席， 马
竞前锋迭戈·科斯塔以 27 球排在第三。
截至本赛季结束， 梅西代表巴萨在联
赛中共打入 243 球， 距离上世纪四五
十年代曾为毕尔巴鄂竞技队效力的传
奇球星特尔莫·萨拉保持的西甲总进球
纪录还差 8 球。

马竞门将库尔图瓦以 37 场失 24
球的成绩， 连续第二年成为西甲失球
最少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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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体育彩票中奖公告

玩法 期数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130 0 1 4

青海中得直选 3 注 组选 5 注

排列 5 14130 0 1 4 2 4

七星彩 14056 5 9 1 1 4 1 6

乐透不止 畅活由你
体彩·鸡毛信 大乐透奖池突破 5 亿元大关 下期头奖派送 2200 万元

5月 17 日， 超级大乐透第 14056 期全
国爆 1 注 1500 万元头奖(含 500 万元派送
奖金)，花落上海。 5.18 亿元滚存至周一开
奖的第 14057 期奖池，头奖派送奖金高达
2200 万元。

怪！ 冷号“13”继续隐身
本期的开奖号码为：12�18�28�29�35�+�

07�08。前区奖号集中于中大号区间，且开出
一组连号“28、29”，最大号码开出“35”，
重复上期(第 14055 期)奖号。 大小比为 4 比
1，大号延续上期明显占优的形态；奇偶比

为 2 比 3，偶数略占优。 后区开出一组连号
“07、08”，前后双区共开出 2 组连号。

目前，前区冷号为“13”，该号已遗漏
长达 33 期，继续刷新该号最大遗漏值；后
区冷号为“09”，遗漏 24 期，逼近其历史
最大遗漏值 26。

高！ 2 元单式票擒 1500 万元
数据显示， 上海中出的唯一 1500 万

元落于 51308 体彩投注站，中奖彩票是一
张 2 元单式票，1 注号码即命中 1500 万元
头奖，性价比相当高。 遗憾的是，少投入 1

元，少得 900 万元追加及派送奖金，错失
了 2400 万元封顶头奖，令人惋惜。

二等奖开出 61 注， 每注奖金 9.75 万
元；其中 23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 5.85 万元。 追加后二等奖单个最高奖
金 15.6 万元。 三等奖井喷 669 注，每注奖
金 3546 元；其中 218�注采用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奖金 2127 元。 追加后，三等奖奖金
为 5673 元。

牛！ 奖池滚存 5.18 亿元 头奖派送
2200 万元

本期开奖结束后，奖池滚存至 5.18 亿
元，再创历史新高。根据派奖规则，每期派
送的 1000 万元若当期未能派送完毕，则
滚存至下期，也因此，下期的一等奖派送
奖金达到了 2200 万元。

据统计，派奖 5 期以来，超级大乐透
已累计开出 7 个头奖， 个个均为封顶头
奖， 其中 6 个为 1500 万元基本投注封顶
头奖，1 个为 2400 万元追加投注封顶头
奖。 下期头奖派送 2200 万元，也就意味着
可同时开出 2 个 2400 万元封顶头奖。

5月 17 日，超级大乐透第 14056 期全国
爆 1 注 1500 万元头奖 (含 500 万元派送奖
金)，花落上海。 5.18 亿元滚存至周一开奖
的第 14057 期奖池 ， 头奖派送奖金高达
2200 万元。

年度期理分析 130 期
0 尾期近期奖号主力从大数进入中

数，整体走势向左发展是预防重点，冷态
的小数或许近期成为 0 尾奖号主力，但本
期组合重点防中数继续组号，首选“两组
一小”，次防“两小一中”。

百位 0 的等位斜连重点，次防 4 隔期
对应和 6 回补； 十位 3、5 的邻位对应重
点，次防 1、9；个位 5 的隔期对应重点，次
防 3、0、1。

和值：6、7、8、10、12。 跨度：245。 六
码：013456。 胆 0、5。

定位：046/3519/5301。
年度期理分析 131 期
1 尾期奖号分布分散，大中小组合连

开两期，因之前中数较强，小大数近期主
力回补，本期关注中数走空，小大数组合
为主，主防“两小一大”，次防“大中小”
组合继续。 号码重点设防 0、1、7。

百位走势继续前移防小数出号，重点

0、1，次防 2；十位近期主要是小大数两翼
摆动出现， 本期防大数继续对应出号，重
点 7、8，次防 9；个位从大数一路到小数后
防小数继续出号，关注 1 邻位出号，次防
走势转移 4、9。

和值：8、9、11、12、16。 跨度：6789。 六
码：012789。 胆 0、7。

定位：012/789/149。
后期推荐：055� 053� 051� 435� 430� 071�

079�074�174�08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

从号码总体走势来看，近期大号区走
热，防连号和同尾出号，后区以大号为主。

本期分析：
小中大结构分析：前区：近 10 期区间

分布是 15∶14∶21， 小中数区域出号较
弱。 上期区间分布是 1∶1∶3。 上期小数
区域 1—12 出号 1 个，后期将呈现淡化格
局；中数区域 13—23 出号 1 个，本区域号
码应注意防守； 大数区域 24—35 出号 3
个，本区域号码不可忽视。后区：小中区号

码可适当关注；本期以大区号码为主。
奇偶分析： 近 10 期奇偶比为 27∶

23，奇数出号较强。 上期前区为 2∶3，后
区为 1∶1；本期偶数出号偏弱，关注前区
3∶2。 后区：近 期偶数出号较弱，本期奇
偶比关注 1∶1，防 0∶2。

012 路分析： 上期前区为：2∶1∶2；
后区 1、2 路各 1 枚。 本期前区 3∶0∶2；
后区 2 路两枚。

连号分析： 由于连续多期开出了连

号，本期连号开出的可能性较大，下期可
重点关注散号。 后区没有连号开出。

和值：上期前区和值小幅上升，本期和
值有下降的趋势， 和值在 53-132 之间振
荡，可关注 121点位左右；后区 3—22之间。

本期重点：
前区胆：17、18、27。
后区胆：05、08。
推荐号码：03、05、10、17、18、21、27、29、

30、31�+02、05、08。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

超级大乐透第 14057 期分析：后区以“大号”为主

排列 3 近期综合分析：形态主防“两小一大”组合

体彩·情报站

今晚超级大乐透奖池 5.18 亿元

马竞夺冠 巴萨梦碎

钻石联赛上海站 110 米栏比赛

小将谢文骏一冲惊天下
据新华社上海 5 月 18 日电 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

赛事 18 日晚在上海体育场举行， 在 4 万多名现场观众的助
威下，刘翔的小师弟谢文骏爆出大冷门，在男子 110 米栏比
赛中战胜众多世界名将，以 13 秒 23 的成绩赢得冠军。

夺冠大热门、 美国的世界冠军奥利弗仅仅获得第三名，
成绩是 13 秒 28， 法国名将佩·拉加德以 13 秒 26 获得第二
名。 前世界纪录创造者古巴名将罗伯斯名列第六，成绩是 13
秒 48。 当谢文骏率先撞线时，体育场里响起的尖叫声令人想
起刘翔时代。

谢文骏蹲在起跑器前时，谁也想不到最终的胜利者会是
他。 当谢文骏赢得胜利时，奥利弗脸上甚至出现了错愕的表
情；连观战的中国记者们一度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只有赛
场上震天的尖叫声提示：这应该是真的！

当晚的参赛阵容相当强大，除了美国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梅里特没有来， 现任世界冠军和前奥运冠军都败在了这个
90 后的中国新秀脚下。 在过去几年，不跑进 13 秒都不算出
色，但近两年，跑到 13 秒 20 左右，世界大赛就能取得名次。

5月 18 日，中国选手谢文骏（右）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俊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