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伦敦 2 月 7 日体育专电 切尔西
7 日在英超第 24 轮的比赛中， 客场以 2 比 1
击败阿斯顿维拉，由于曼城被赫尔城以 1 比 1
逼平，切尔西将领先优势扩大到 7 分。

曼城一周前在斯坦福桥球场逼平切尔西，
以 5 分之差紧随其后，但在伊蒂哈德球场遭遇
意外平局后，他们卫冕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其他的比赛中，莱斯特城以 0 比 1 不敌水
晶宫继续垫底，斯旺西 1 比 1 平桑德兰。

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 塞超豪门贝尔格莱
德游击队的前锋拉佐维奇基本确定加盟天津泰
达，拉佐维奇将第 3 次离开贝尔格莱德游击队。
根据塞尔维亚媒体《体育日报》的报道，天津泰
达向拉佐维奇提供了一份年薪 100 万欧元的报
价。 目前，拉佐维奇的身价大约为 100 万欧元，
曾代表塞尔维亚队参加了 2010 年南非世界杯。

从报道来看，拉佐维奇已经接受了天津泰
达的报价，将加盟天津泰达，拉佐维奇决定第
3次离开贝尔格莱德游击队， 贝尔格莱德游击
队需在塞尔维亚转会窗口 2 月 13 日前找到拉
佐维奇的替身。 不过，该媒体称拉佐维奇在泰
达的年薪将是 100 万美元。

拉佐维奇现年 31 岁，身高 1.84 米，体重
75 公斤，司职前锋，曾效力于费耶诺德、勒沃
库森、埃因霍温、泽尼特等俱乐部。本赛季出场
28 次攻入 12 球并有 8 次助攻，与贝尔格莱德
游击队的合同到 2015 年 6 月 30 日。 拉佐维奇
累计代表塞尔维亚国家队出场 46 次打入 11
球，参加了 2010 年南非世界杯赛。 目前，德国
《转会市场》为他标出的评估身价为 100 万欧
元。 据新浪体育报道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中奖公告

玩法 期数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039 5�4�8

排列 5 15039 5�4�8�5�8

七星彩 15017 4�2�7�8�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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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红”动青海 奖上加奖活动火热进行中！
2月 7 日，超级大乐透第 15016 期全国

头奖空开，奖池滚存 9.49 亿元，较上期(第
15015 期) 上涨了约 4800 万元， 继续保持
在 9 亿元大关之上。

本期的开奖号码为：06�07�16�20�34�+�
09�11。 前区奖号分布较为匀称， 各区间
段、大中小号均有号码开出。 连号组合开
出了小连号“06、07”，号码“16”属于隔
期开出，3 字头大号开出了“34”。 前区奖
号大小比为 2 比 3，小号略占优；奇偶号码

比为 1 比 4，偶数号码明显占优。
后区开出“09、11”两个大号 ，号码

“11”重复上期奖号开出，该号之前曾遗
漏 22 期未现身，本期属于冷后回补。

目前， 前区号码中遗漏值超过 20 期
的号码仅有“21”，刚好遗漏 20 期，后区
已没有长遗漏号码存在。

本期二、 三等奖均出现了井喷态势。
二等奖共开出了 164 注，每注奖金 4.92 万
元； 其中 119 注采用了追加投注，2.95 万

元。 追加后，二等奖单个总奖金为 7.88 万
元。 三等奖开出 612 注， 每注奖金 6055
元；其中 222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 3633 元。 追加后，三等奖单个总奖金
为 9688 元。

9.49 亿元滚存至周一开奖的第 15017
期， 这一奖池水位为最近 9 期以来的新
高。 历数近期的大奖走势，自第 15008 期
井喷 54 注 535 万元之后， 大乐透头奖时
有空开， 但空开之后便呈现一个小井喷。

比如第 15009 期头奖出现空开， 第 15011
期便井喷了 16 注 621 万元头奖，第 15013
期头奖再次出现空开，第 15015 期又井喷
了 8 注 590 万元头奖。 仅隔 2 期，大乐透
头奖又出现空开，不禁让人猜想，年前头
奖难道还将出现一次井喷行情？

据统计， 目前距离羊年春节来临，超
级大乐透仅有 4 期开奖。 还没有投注的彩
民， 不妨抓紧马年抢夺巨奖的最后机会，
参与一下吧！

2月 4 日， 参加 2014 年 “体彩在我身
边”主题征文交流会的部分征文获奖代表
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大厅， 现场监督并
观看超级大乐透第 15015 期和排列游戏第
15035 期开奖全过程。

攥着彩票看开奖
来到开奖大厅， 有一件事是参观者们

必定不会错过的———购买彩票。当晚，一行
人一踏进开奖大厅， 就聚拢在了购彩机前
参观。 在留影、倾听注意事项之后，随着讲
解员一声“现在可以买彩票了”，大家在购
彩机前排起了队。

“今天都开什么？ 每样都买点。 ”微征
文获奖者高银交机选了 2 注； 平时主玩足
彩的体彩业主李京生将当晚开奖的超级大
乐透、排列 3、排列 5 买了个遍。 经常在自
己店里买彩的体彩业主韩石战也报上了心
仪的号码。大家都表示，在开奖大厅买彩票
感觉很不一样。“在这里买彩，感觉离大奖

更近了。 ”李京生说。
前来看开奖的人都能享受到一个福

利———体彩开奖大厅送出的彩票。 每人一
个小红包， 里面有当天开奖玩法的机选票
以及一张“绿翡翠”即开票。 拿到红包，大
家迫不及待地刮了起来。 “中了吗？ ”“她
中了 10 元！ ”“15 元，快去领奖！ ”

“现在奖池是多少？ ”“没准大奖就在
我们当中产生！ ”攥着彩票，带着好心情，
大家步入开奖直播大厅。

零距离接触摇奖机
“摇奖机在哪里？ ”刚一走进开奖直播大

厅，队伍里就有人发出疑问。原来为了保护摇奖
机，三个巨大的箱子将他们罩了起来。随着解说
员的介绍，摇奖机逐一展现在了大家眼前。

一行人中， 到现场看过开奖者寥寥无
几。 对于开奖，大家都觉得很神秘。 摇奖机
是什么样的？大奖是怎么开出来的？……在
来开奖大厅的路上， 来自山东的征文一等

奖获得者宓家峰还聊起了关于大奖得主露
脸和体彩开奖透明的问题。

怀揣着疑问和好奇，大家听起讲解来格
外认真。“摇奖机会更换吗？ ”“左边那些机
器是干什么的？”“试机球和开奖球是一样的
吗？ ”“球会定期更换吗？ 每天这么碰撞肯定
会有肉眼看不到的磨损。 ”一个接一个的问
题抛向讲解员，开奖介绍俨然成了答疑会。

晚八点半，灯光暗了下来，原本热闹的
开奖大厅顿时安静了。大家屏住呼吸，仔细
观看开奖台上的一举一动。 坐在第一排的
湖北彩民付东和更是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环
节，目光一直跟随着开奖的进展而移动。

回去讲给彩民听
谈起看开奖的感受，李京生说：“很平

常，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样。”宓家峰说：“单
就开奖过程来说， 体彩开奖确实是公平
的。 ”这样的评价听起来平淡，却也说明了
开奖并不神秘，大奖的产生不过如此。

“这次终于圆了我看开奖的梦了。 ”
韩石战开体彩店十余年，一直希望有机会
到现场看开奖。 “原来试机球是没有号码
的，这回我可以告诉彩民没有试机号了。”
说起想象中的开奖现场，韩石战说：“以前
不知道摇奖机放在哪，有多大。 不知道原
来开奖还有数据封存和计奖这样的环节。
这次都了解清楚了，回去要讲给彩民听。”

单期上涨了 4800 万元 超级大乐透奖池滚存至 9.49 亿元

感觉离大奖更近了 征文获奖代表观摩体彩开奖

据新华社马德里 2 月 7 日体育
专电 马德里双雄 7 日在西甲赛场上
上演新一轮“德比”大战。 马德里竞
技主场以 4 比 0 的比分完胜皇家马
德里，并将其德比不败的纪录延续到
了六场。

马竞上一次在同城德比中四球
大胜皇马还要追溯到 1987 年 11 月。
此外这也是他们 64 年来首次单赛季
联赛双杀对手。

两队此前已在本赛季交手 5 轮，
皇马以 2 平 3 负居于下风。 本场再度
相遇，因伤病问题阵容不整的“白衣
军团”面对球风悍勇的马竞更是全无

还手之力。 蒂亚戈和萨乌尔上半时各
入一球，格列兹曼和曼朱基奇又在下
半时分别攻破对手城门，助马竞取得
四球大胜。

赛后，皇马球员纷纷就失利做出
检讨。 克·罗纳尔多表示：皇马不能这
么输球。 本泽马则称，这场比赛就是
“灾难”。

本泽马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
“我要向我们的所有球迷道歉， 因为
今天我们制造了一场灾难。 ” 但他也
为球队辩解说：“人们会说我们没有
求胜欲，可这并不是真的。我们永远都
满怀着打出好比赛并赢球的渴望。 ”

德比大战被虐 皇马变瘸马
塞超射手将加盟泰达
身价百万欧元曾战世界杯

曼城遭遇平局

切尔西扩大领先优势

“C 罗连续第三场比赛缺阵！ ”
《C 罗连续第三场比赛缺阵！》———这是加

泰罗尼亚《世界体育报》打出的讽刺性标题，
该报表示，金球先生在马德里德比中的表现实
在可悲，他看上去仍然在停赛之中，全场比赛
他只有 1 次射门，而且还射偏了，比赛中他从
未令对手感到不安，马竞的替补球员萨乌尔向
C 罗展示，怎么样才能打入一个漂亮的进球。

因为在对科尔多瓦的比赛中严重侵犯对手，
C 罗被停赛 2 场。 在卡尔德隆球场，葡萄牙人复
出，在拉莫斯、佩佩、J 罗等主力缺阵的情况下，C
罗的复出被认为是球队唯一的好消息。然而这个
消息其实并不好，葡萄牙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依然
还是缺阵。对皇马来说，这是场耻辱性的比赛，而
C罗也一点没表现出金球先生的特质， 当然，皇
马队内表现不好的不光 C 罗一人， 事实上皇马
全队都被媒体打了不及格分。

每次触球，C 罗都会被马竞球迷狂嘘，不过
比赛中 C 罗触球的次数其实也不多。 在 C 罗引
人注目的球靴下，没有制造任何的威胁，他成为
了自己紧张以及绝望的牺牲品。90 分钟的时间，
他 0 进球，0 射中，0 传中，0 助攻，0 威胁， 传球
准确率也只有 70%，对一个被评为 2014 年世界
最佳球员的巨星来说，这样的数据实在寒碜。

赛后 C 罗承认球队没
有踢好比赛， 但也表示，这
只是 3 分， 联赛还很漫长。
“我们必须要重新成为原来的
皇马。 皇马比马竞好很多，但我
们必须在球场上证明自己。 我们还
会又一次夺冠。 ”对于球队的问题，
C罗表示，“我们赢得了几乎所有比
赛， 我们曾处在好得不能再好的状
态。 最重要的是获胜，在我看来，球
队是不错的，当然缺少一些态度。 球
队现在无论是体能还是心理都不是
很好，我感觉球队有点疲劳了。 接下去
球队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

最后 C 罗强调：“我们有点疲惫了，
有些球员踢得多，有些球员有些康复时间。
我不认为球队处在正常状态中。 ”

尽管皇马惨败，C 罗表现也糟糕， 葡萄牙
人没有忘记庆祝自己的 30 岁生日。 生日宴会
在 C 罗的别墅进行，他一共邀请了 150 人，包
括皇马全体成员。 对马竞的比赛结束， 皇马
球员都前往 C 罗的别墅为葡萄牙人庆生。

据新浪体育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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