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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1 月 15 日，在 U23 亚洲
杯小组赛末轮比赛中，中国队对阵卡
塔尔。姚均晟为中国队闪击得手，何
超第 41分钟染红，多 1人的卡塔尔由
莫埃兹梅开二度，2：1逆转取胜。中国
队列小组第3出局，卡塔尔头名晋级。

比赛焦点

U23 国足遗憾出局：对于中国队
来说，只要拿下卡塔尔即可晋级淘汰
赛，但在 1：0领先的情况下，何超的染
红下场成为比赛转折点。遭卡塔尔逆
转后，由于乌兹别克斯坦战胜了阿曼，
中国队积3分位列小组第3遗憾出局。

卡塔尔头名晋级继续坐镇常州：
卡塔尔逆转战胜中国队之后，以 9 分
力压 6分的乌兹别克斯坦以小组头名
晋级。而A组的头名 1/4决赛继续留
在常州，A组的第2名乌兹别克斯坦1/
4决赛则前往江阴挑战B组的头名。

U23 国足出局却改写尴尬历史：
尽管中国队最终遗憾出局，不过小组
赛首轮 3：0 战胜阿曼，则终结了此前
两届 U23 亚洲杯 6 连败的尴尬历史。
对于中国队来说，相比此前两届 U23
亚洲杯则进步不少。

姚均晟破门回放

第 3分钟，邓涵文禁区内从苏丹·
布雷克脚下断球，随后将球拨给门前
的姚均晟，姚均晟劲射得手，中国队闪
电打开局面，1：0。

韦世豪头球

第 6 分钟，卡塔尔的长传球直接
找到莫埃兹·阿里，莫埃兹·阿里挤开
中国队后卫，随后的侧身凌空射门被
周煜辰扑出底线，阿菲夫将角球送到
门前，中国队后卫抢到第一点解围，但
外围依旧是卡塔尔进攻，卡塔尔队将
皮球吊入禁区，周煜辰出击未能解围

干净，好在莫埃·阿里的射门未能命
中目标，队友小角度拿球时也失去射
门的空间。

第 9分钟，姚均晟右路拿球被卡
塔尔后卫放倒，随后姚均晟将任意球
送入禁区，韦世豪抢到前点甩头攻
门，但皮球稍稍高出横梁飞出底线。

张玉宁错失良机

第 18 分钟，苏丹·布雷克前场
反抢时踢倒了邓涵文，但主裁没有出
示黄牌，但姚均晟对伊朗裁判法加尼
表达不满，随即被法加尼掏出黄牌警
告。

第 24 分钟，唐诗右路抢断后直
接送出过顶长传，张玉宁禁区内挑球
晃开卡塔尔门将，随后面对空门时，
皮球虽然被破坏，仍然弹向球门，不
过卡塔尔回防的后卫门前头球解围，
中国队错失良机。

何超哭着下场

第 32 分钟，中国队选择换人，
用杨立瑜替下张玉宁，此前张玉宁错
失一次空门机会。小组赛开始前，张
玉宁压哨顶替冯伯元进入 23 人名
单，小组赛第 2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
曾替补出战。

第 34 分钟，苏丹·布雷克左路
低平球传中，卡塔尔门前 3 点包抄，
前点漏过后，点球点附近的艾哈迈
德·杜赞德一脚推射没有打上力量，
被周煜辰轻松没收。

第 41 分钟，何超中场拉倒了阿
克拉姆·阿菲夫，被伊朗主裁法加尼
出示了本场比赛的第 2 张黄牌，2 黄
变 1红被罚下，随后张源抗议主裁判
罚，同样被黄牌警告。随后，巴萨
姆·拉维操刀主罚任意球，皮球直奔
球门上角，好在横梁救险，中国队险
些被扳平。

卡塔尔破门回放

第 44 分钟，阿克拉姆·阿菲夫左
路拿球，晃开中国队的防守，随后传中
送出过顶球，莫埃兹·阿里摆脱所有中
国队后卫球员，面对周煜辰轻松头球
得手，卡塔尔扳平比分，1：1。值得一
提的是，U19亚青赛，阿克拉姆·阿菲
夫和莫埃兹·阿里面对中国国青均取
得进球。

卡塔尔再进一球

第 52分钟，卡塔尔获得前场任意
球机会，但阿克拉姆·阿菲夫将球送入
禁区，中国队防守球员抢到第一点解
围。

第 58分钟，韦世豪中场拉倒拿球
突破的萨利姆·哈伊里，伊朗裁判法加
尼再次掏牌警告。

第 63 分钟，李晓明禁区前沿放
倒拿球突破的阿克拉姆·阿菲夫，
被主裁出示黄牌，同时卡塔尔获得
位置不错的任意球，阿克拉姆·阿
菲夫将任意球送入禁区，但直接交
给了周煜辰。

第 72分钟，韦世豪左路强行突破
到底线附近，随后传中送到门前，但卡
塔尔后卫抢到第一点解围出底线，韦世
豪随后将角球送到门前，卡塔尔门将出
击将球击出危险区域。

第77分钟，卡塔尔中场送出长传，
莫埃兹·阿里摆脱高准翼的防守形成单
刀，晃开周煜辰形成空门，随后小角度
将球送向球门远角，刘奕鸣滑铲未能碰
到皮球，卡塔尔2：1反超比分，莫埃兹·
阿里则收获本场比赛的第2球。

第 84 分钟，希沙姆·阿里右路晃
开防守杀入禁区，最后小角度的射门
被周煜辰挡出底线，随后卡塔尔开出
的角球未能形成威胁。

宗合

无缘出线!U23国足1：2负于卡塔尔
列小组第三出局

2017年 12月，体彩大乐透共开奖 13期
（第 17141 期至 17153 期），其间全国共销售
28.64亿元，筹集公益金10.31亿元。来自22
个省份的购彩者分享 35 注头奖，福建一人
中3200万元。

据统计，在12月份开奖的13期中，体彩
大乐透共中出 35注头奖，其中 27注为 1000
万元及以上大奖；千万元大奖数量占比超过
77%；单注头奖平均奖金为1128万元。

在 35 注头奖中，福建莆田一购彩者中
出 2 注 1600 万元封顶大奖，拿下 3200 万元
大奖，成为当月擒奖最多的“选手”。

据统计，来自 22 个省份的购彩者分享
了 35 注头奖，各个省份中出 1 注至 3 注不
等，可谓“雨露均沾”。

其中，内蒙古、江西和河南各中出 3注；
浙江、福建、湖南、重庆、青海、广东、湖北各
中出 2注；北京、河北、山西、黑龙江、新疆、
甘肃、陕西、云南、贵州、山东、安徽、吉林各
中出1注。

据统计，12 月份，体彩大乐透共销售
28.64亿元，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10.31亿
元。

体彩即开新票“发发发”已上市，大奖可
中 100万！单票中 200元，送 20元超级大乐
透，更有机会赢取8888大礼包！ 体彩

2018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正赛15日
在墨尔本公园球场拉开帷幕，中国选手张
帅携手段莹莹在女单首轮中胜出，彭帅和
王欣瑜遗憾出局。

张帅当天上演逆转好戏，在以2：6先丢
一盘的情况下，以 7：6（2）和 6：2连下两城，
以总比分2：1淘汰赛事13号种子、美网冠军
斯蒂文斯。

张帅赛后说：“我会去拼每一分，这就
是我的风格。当你面对强大的对手，尽管
你拼尽全力，也许都不会获胜，但今天我做
到了。我今天（获胜）机会并不大，但我抓
住了。很高兴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与张帅相比，段莹莹赢得很轻松，以 6：
0和 6：1击败哥伦比亚选手马里诺，晋级次
轮。

上届赛事打入第三轮的段莹莹信心满
满地说：“我今天进攻打得很好，没给对手
什么机会，自己也没有什么漏洞，我觉得今
天我在场上做得非常好。”

作为征战大满贯赛事成年组年龄最小
的中国队女将，16岁的王欣瑜以 4：6和 2：6
不敌法国老将科尔内，遗憾结束自己首次
大满贯正赛之旅。赛事25号种子彭帅则以
两个 2：6被 15岁的乌克兰小将科斯秋克淘
汰出局。

共有 6名中国队女单选手获得本届澳
网正赛参赛资格，王蔷和朱琳将在 16日的
首轮比赛中亮相。 新华

张帅携手段莹莹
晋级澳网次轮

体彩上月筹集
彩票公益金10.31亿

北京时间1月15日下午，U23亚洲
杯小组赛最后一轮，U23 国足对阵卡
塔尔队，比赛进行到41分钟，U23国足
遭遇减员打击，队长何超在一次防守
中，从身后放倒了卡塔尔队员阿菲夫，
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队友张源试

图向裁判抗议也吃到了一张黄牌，U23
国足不得不以10人迎战。

就在何超被罚下后，卡塔尔队连
续发动进攻，并在半场结束前就扳平
了比分。第42分钟卡塔尔先是利用定
位球机会，一脚直接攻门打在了横梁，

第44分钟卡塔尔核心阿菲夫左路送出
过顶传中球，卡塔尔前锋莫埃兹·阿里
禁区头球一蹭破门，卡塔尔1：1扳平比
分。

这样急转直下的画面，让人想起
了4年前的亚青赛。 新体

风云突变!U23队长红牌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