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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银行赛彭帅进八强

透视

北京时间 3 月 16 日，WTA 皇冠赛事印第安维尔斯巴黎银行公开赛继续进行女单八强争夺战，我国金花彭帅和素有“金花克星”之称的俄罗
斯猛女佩特洛娃展开了长达 2 小时 25 分钟的缠斗，最终彭帅以 6:4/5:7/6:3 击败对手，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击败“金花克星”
的同时挺进女单八强。

北京时间 3 月 16 日凌晨 3 时 45
分，2010/2011 赛季欧冠 1/8 决赛第
二回合继续打响，国米客场死战拜
仁，晋级机会十分渺茫。红魔曼联

国米惊险淘汰拜仁晋级

主场迎战马赛，虽有心理优势，但两

首回合 1:0 取胜的拜仁慕尼黑主场迎

队在同一起跑线上，容不得半点闪

战国米。最终国米客场 3:2 击败拜仁，以总

失。命运之神，拗不过国米的执着，

比分 3:3、客场进球多昂首晋级欧冠八强。

也舍不得曼联的果敢，最终两队把

埃托奥开局时刻破门一度使国米领先，但

握住自己的命运，淘汰对手，双双晋

此后罗本大发神威，他先是远射迫使塞萨

级。赛前，两场比赛的双方，都为日

尔脱手导致戈麦斯破门，随后传球导致莫

本地震中不幸遇难的人士进行了默

塔失误帮助穆勒再度破门。下半场斯内

哀仪式。

张华玮 整理

德追平比分，完场前潘德夫利用埃托奥的
助攻将比分定格为 3:2。国米后卫长友佑

曼联主场送马赛回家

都带了一面日本国旗，埃托奥进球后，主

坐镇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的曼联

的施魏因斯泰格因对国米球员不满，险些

队，依靠埃尔南德斯的梅开二度，2:1 击

引爆赛后的冲突，并把火发在了国米助教

败马赛队取得正赛主场 10 连胜，从而两

拉佩蒂身上。

动跑往场边与长友佑都拥抱。赛后，激动

回合 2:1 淘汰马赛连续第五个赛季闯入

沉沦的意甲联赛，国米成为欧战的独

欧冠八强，此役赢球也是弗格森率领曼

苗。但其实意甲迷们对国米的晋级并未

联取得的第 100 场欧冠胜利，同时也是

抱有多大希望，要知道面对拜仁如此强大

红魔俱乐部在欧战赛场的第 150 胜。比

的对手，首回合主场 0:1 落败，无疑是给国

赛中，布朗在球队两球领先的情况下不

米的淘汰判了死缓。有专家计算过，国米

慎乌龙送礼。

淘汰拜仁晋级欧冠八强的几率只有 8%。
但即便是 8%，国米战士依然决不放弃，最

首回合 0:0 战平意味着对于两队而

终，他们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

言都有晋级机会，不过次回合占据主场
优势的曼联队显然占有心理优势，因为

在安联球场的这个夜晚，上赛季战胜

红魔此前在梦剧场面对法甲球队 11 战 8

切尔西，逆转巴萨的国际米兰又一次展现

胜 3 平保持不败，马赛则在前 9 次作客

了自己的坚韧，穆里尼奥留下的永不服输

英格兰时只有可怜一胜。凭借巨大的

永不缴械投降的战斗精神，而引领着国米

心理优势，红魔将士自然更要牢牢把握

走向胜利的恰恰就是埃托奥，为了欧冠、

自己的命运。

为了冠军而生的猎豹。

竞猜意甲联赛必须重视的“主场龙”
爱玩竞彩的彩民都知道，
“ 主场优势”

造就了这座城市狂热的足球氛围，时至今

量集中在北部地区，这里云集了米兰双雄、

对于竞猜一场比赛的胜负至关重要。意甲

日，足球仍是维系这座城市凝聚力最重要

尤文图斯、桑普多利亚、佛罗伦萨等传统强

联赛的主场优势就比较明显，截止到 3 月 6

的力量。2006 年那不勒斯重回甲级，开始

队。同时，这里还有一支非常善于主场作

日，在本赛季已经完成的 3/4 赛程中，主队

了重建步伐，此后战绩逐年上升。本赛季，

战的小球队——乌迪内斯。乌迪内斯虽然

胜率近 48%，在欧洲五大联赛中仅次于西

那不勒斯主场胜率接近 70%，接连战胜过

城市不大，但是这里的足球氛围绝对不输

甲，
位列第二。

罗马、尤文图斯、桑普多利亚、巴勒莫等强

给任何大城市，乌迪内斯队征战意甲已有

队，现在已经与米兰双雄形成三足鼎立的

60 多年历史，极少降级，大部分时间处于

趋势，
骄人的主场战绩值得彩民追捧。

意甲的中上游。本赛季乌迪内斯主场胜率

意甲的“主场优势”之所以比较明显，
与意大利复杂的地域矛盾有很大关系。意
大利北富南穷，北方地区坐落着米兰、都

意甲另一支典型的主场龙是巴勒莫

灵、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等灿若群星

队。巴勒莫俱乐部位于西西里岛首府巴勒

超过 60%，国际米兰、那不勒斯、佛罗伦萨、
巴勒莫强队纷纷在乌迪内斯主场饮恨。同

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经济重镇，而南方地区

莫市，但这座城市最为世人熟知的不是足

时乌迪内斯也被认为与 AC 米兰有同盟关

长期经济萧条，社会动荡，还是诸多犯罪组

球，
而是黑手党，
巴勒莫队因此被称为
“球场

系，
对米兰的敌人一向从来毫不留情。

织的策源地，这种尖锐的地域矛盾造成了

黑手党”
。自从 2004 年升入甲级以来，
巴勒

此外，意甲的一些离岛球队，如撒丁岛

南北球迷之间巨大的心理隔阂，也导致了

莫依靠勇猛硬朗的球风稳居联赛中上游，
西

的卡利亚里，
虽实力有限但主场战绩也非常

一些狂热球迷和魔鬼主场的产生。

西里狂热的主场足以让任何对手胆寒。巴

不错。至于米兰双雄、罗马、尤文图斯这样

意甲第一支典型的主场龙就是本赛

勒莫本赛季主场胜率达到62%，
远高于意甲

的豪强，主场战绩肯定都是非常好的，但是

季的黑马——那不勒斯队。那不勒斯是意

球队 48%的平均胜率，其中战胜了罗马、尤

竞彩足球胜平负玩法常会对豪门主场的比

大利南部最大的城市，近年来经济低迷，犯

文图斯、
桑普多利亚、
热那亚等强劲对手。

赛设置让球，猜起来并不容易，这时彩民可

罪猖獗。与意大利主流社会的长期割裂，

正如前文所说，意大利足球的中坚力

以考虑转攻没有让球的半全场胜平负玩法。

星报讯（胡炜炜） 最近，超级大乐
透玩法接近 3 亿元的奖池牵动着广大彩
老唐住在池州市南馨园小区，
他平时

安徽彩民喜收 5 注足彩胜负彩一等奖
喜中 5 注胜负彩头奖。

池州：
超级大乐透合买成时尚

民的心。联合购买大复式渐成时尚。

胜负彩头奖遍地开花
3 月 13 日，足彩胜负彩第 11026 期开

全省播报

就喜欢体彩超级大乐透玩法。最近因为
奖池高涨，他一直想买个大一点的复式

负彩一等奖遍地开花，全国中出了 40 注，

票，但经济能力并不允许。南馨园体彩

奖。虽然在开奖前奖池内有 894 万多元的

胜负彩第 11026 期以德甲第 26 轮的 6

由于有 894 万多元的滚存奖金增色，使得

26056 网点朱老板，
在周六晚上联系了同

滚存奖金，但是由于皇马、拜仁、里昂、沙尔

场比赛、西甲第 28 轮的 2 场比赛、法甲第

每注头奖奖金达到了 65 万余元，另外二等

样有此需求的几位彩民，
在一起研究后购

克等强队纷纷获胜，冷门不多，这也导致了

27 轮 的 6 场 比 赛 为 竞 猜 对 象 ，彩 果 为

奖也中出了 959 注，每注奖金 7744。同期

买了一张 252 元的前区 9 个号码的复式

当期胜负彩一等奖遍地开花，全国共开出

“33330131330310”。当期竞猜冷门不多，

任选九场全国中出 3835 注一等奖，每注奖

票，6 个人每人只需要 42 元，朱老板还为

了 40 注，上期的滚存奖金也被清空。不过

除德甲霍芬海 VS 多特、不来梅 VS 门兴这

金 3723 元。

每个人填写了一份联合投注协议。

由于德甲领头羊多特蒙德客场告负，不来

两场比赛的猜中率没有超过 20%外，法甲

当期胜负彩投注中，安徽彩民再获丰

第二天早上一看，这个联合投注的

梅主场平局，以及沃尔夫主场告负，还是带

朗斯队主场 0 比 1 负于图卢兹队的猜中率

收，
共中出了 5注奖金高达 65万余元的一等

号码中了 3+1，奖金共 450 元。几位彩民

来了一定的杀伤力，当期的一等奖奖金仍

也仅为 24.37%，本期竞猜的其他比赛的猜

奖和 79 注二等奖。另外，安徽彩民还中出

都表示，要将这个联合投注进行到底，争

高达 65 万余元。当期安徽彩民收获颇丰，

中率都超过了 25%。这也直接导致当期胜

了270注任选九场的头奖。

取下次能中个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