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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达人10元拿下
足彩149万元大奖

本报讯 前天上午，中国体育彩
票传统足彩第19023期开奖结果揭
晓，全国共开出5注头奖，其中一注被
我市市民摘得，奖金高达149万元。

开奖数据显示，这位幸运的购彩
者来自南岸区06640体彩销售网点，
他仅花费10元便将头奖拿下。据了
解，在中国体育彩票传统足彩第
19023期开出的14场比赛中，3倍以上
高赔多达7场，不莱梅、柏林联冷平以
及登博思、坎布尔冷负杀伤大，赔率均
在4以上，这也导致头奖奖金水涨船
高，单注高达149万元。

南岸足彩达人仅花10元就斩获
头奖着实让人惊叹。其实，了解重庆
彩市的人都清楚，重庆人在体彩足彩
方面的实力一直都很强，仅去年就拿
下近20注百万大奖。目前正值欧洲
足球赛事密集期，不少球队除了面临
本国联赛外，还有欧冠、欧联、国内杯
赛要踢，赛事的密集导致许多传统豪
强频频爆冷，为制造大奖备下温床，这
段时间堪称捕捉大奖的“黄金时期”。

什么是传统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传统足彩包含14

场胜负、任选9场、6场半全场、4场进
球彩四种玩法，其中14场胜负最受购
彩者喜爱。14场胜负是以体彩足彩
胜负玩法所选择的足球比赛场次为竞
猜对象，由购彩者对所有竞猜场次每
场比赛在全场90分钟（含伤情补时）

比赛的胜平
负结果进行
投注。

有 哪 些
投注方式？

在 中 国
体育彩票传
统足彩游戏
中，对于所选
竞猜场次的
比赛成绩均
只选择1种预
测结果为单

式投注，对于某
一竞猜场次的比赛
成绩选择2种（含）

以上的预测结果为复
式投注。在单式投注的情况下，每注
彩票2元，购彩者可进行多倍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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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庆人且担任队长的吴庆，一直是重庆球
迷非常喜欢的球员。上赛季吴庆不止一次受到伤
病困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庆表示，希望能在新
赛季获得更多上场机会，帮助球队早日保级成功。

上赛季吴庆遭遇了几次严重受伤，作为一名
今年就将年满38岁的老将，他希望能够继续踢
球。“我去年有过几次大的伤病，赛季结束后自己
立刻去做了一些修复的手术，目的也是为了做好
身体储备，保证冬训期间的训练质量。”对于小克
鲁伊夫首次带队冬训，吴庆告诉记者，“这是小克
第一次带我们冬训，我们在准备期的训练总体来
说质量很高，不论是训练量安排，身体力量还是
技战术训练各个方面都非常细致，甚至小克还安
排了预防伤病方面的训练，我觉得就新赛季来

说，已经作好了充分的
准备。”

对于今年中超联赛的总体局势，吴庆认为
现在有的俱乐部变化很大，最终结果是难以预
料的，“我认为每一年中超联赛里，其实就两三
个队实力确实要强一些，其他队的成绩都是看
平时的积累和比赛时的状态。特别是面对困
境时的走势，这是决定球队最后成绩的最重要
因素。”

作为一名老将，吴庆对自己在新赛季也提出
了目标，“今年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希望自己在这
个年龄段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尽可能
在球场上为队伍做出贡献。至于球队的目标，自
然是希望一切都可以顺顺利利，尽早保级成功。”

长安汽车邀数百跑友
为下月开跑的重马预热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 刘翰书 实习生 邓清浩）“累不
累？”“不累！”“冷不冷？”“不冷！”昨天
上午8点30分，经过近半小时活力四射
的热身运动后，2019长安汽车重庆国
际马拉松预热赛在照母山森林公园正
式开跑。数百名跑友分别进行了半程
马拉松和Mini马拉松赛。

23岁的王磊是来自九龙坡区的一
名跑友，目前在一家工业企业工作。
他告诉记者，大约五六年前，一个偶然
的机会，自己结识并参与到一支由近
百人组成的马拉松爱好者队伍，从此
就开启了自己的马拉松赛程之路。

作为一名“资深”跑友，王磊除保
持每月200公里左右的日常训练外，
还先后参加过3次重马和两次长安汽
车预热赛。谈及马拉松对自己带来
的变化，他兴致勃勃地表示，身体状
况和精神状态更健康饱满、激昂向
上，是这些年自己作为马拉松爱好者
最大的收益。

记者了解到，长安汽车与重庆国
际马拉松赛结缘已有7个年头，2019
年的预热赛以“极限·突破局限”为主
题，整个预热赛包括半程马拉松和
Mini马拉松两大赛事。

当代力帆俱乐部所有梯队参加新赛季启动仪式当代力帆俱乐部所有梯队参加新赛季启动仪式，，一线队更换了一线队更换了77人人

斯威新赛季主打青春风暴斯威新赛季主打青春风暴
本周六（3月2日），重庆斯威将在2019中超新赛季首轮比赛

中主场对阵广州富力。昨天下午，当代力帆俱乐部在奥体中心召
开新赛季启动仪式，记者留意到，俱乐部所有梯队队员都出现在现
场，再加上今年在新援引进方面主打年轻球员，正好印证了现场大
屏幕上的主题——“青春风暴，红色启程”。

在启动仪式上，俱乐部董事长蒋立章将新赛季定位为“一线队
成绩+青训体系”两条核心路线，要保障俱乐部的可持续发展。同
时，球队还公布了一线队队员名单，跟上赛季相比更换了7人。

现场好多“小鲜肉”
同以往的启动仪式不同，在这次启动仪式上

当代力帆俱乐部所有梯队全部亮相。俱乐部还
让每一支梯队的球员代表上台，为他们送上特制
的球衣。

看到这么多年轻的小球员，主教练小克鲁伊
夫尤其开心。“看到这么多梯队球员，我们感觉到
我们像是一个大家庭聚集在一起，在我看来梯队
球员现在所在的阶段，是足球生涯的最美好阶
段，祝福你们好运，祝福你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除了这些梯队的球员们，今年新转入的球
员也获得了现场球迷的关注。比如新外援波兰
人阿德里安·梅泽耶夫斯基，当他一走进球场，
就有热情的球迷高喊“梅老坎”。重庆球迷对三
名新疆球员叶尔杰提、迪力穆拉提、百合提亚尔
也非常热情。尤其是百合提亚尔，这名有能力
有颜值的“小鲜肉”，现场已经有粉丝抢着同他
合影。

所有梯队到场，从这一细节可见看出，今年
俱乐部确实要一线队成绩和青训两手抓的决心。

作为俱乐部董事长，蒋立章还在现场专程提
到，这次启动仪式不仅是一线队的启动仪式，更
是俱乐部所有球队的启动仪式。

至于一线队的成绩，蒋立章显得对实现保级
目标很有信心，“引援方面以小克鲁伊夫和拉法
为首的技术团队充分研究俱乐部的技战术体系
及打法，结合竞争对手及球员自身特点确定引援
计划。新援的加入将使我们的技战术体系更加
灵活、执行力更强，我们的表现将更具竞争力。
我们已经为联赛开始作好一切准备。”

今年变化有点大
在启动仪式上，俱乐部特别安排了一个环节

公布新赛季一线队队员名单。除了去国奥队报到
的尹聪耀外，其他人无一缺席。记者留意到，同上
赛季相比，球队一线队名单发生了较大变化。

新转入的门将叶尔杰提成为新赛季斯威队1
号，上赛季这个号码属于邓小飞。据了解，邓小
飞新赛季有可能会租借到其他球队。同样是今
年新加盟的蒋哲选择了5号战袍。去年的5号姜
嘉俊去了哪里？启动仪式现场，记者看到了姜嘉
俊，他是同预备队一起进入奥体中心的，之前也
有球迷看到姜嘉俊同预备队一起从昆明训练返
回重庆。

另外，新外援阿德里安选择了刘宇留下的9
号，从预备队上调到一队的徐武选择了15号。今
年新转入的U23球员中，杨帅选择了3号，董洪麟选
择了18号。三名新引进的U21球员，门将王梓翔
选择了21号，百合提亚尔选择了25号，迪力穆拉提
选择了33号。其他球员的球衣号码变化不多，只
有刘斌从上赛季的31号变成了本赛季的36号。

除了邓小飞、姜嘉
俊，记者发现陈中流、杨
柯、郑涛3位上赛季
的一线队球员，今年
没有入选。对于这
几位队员的去处，俱
乐部表示，他们现在
还没离队，一旦他们
有任何新动向，俱乐
部会发布相关公告。

吴庆：休赛期做了手术，如今满血归来

球迷：盼早日保级，今年有更多助威手段

1号 叶尔杰提

2号 李放

3号 杨帅

4号 罗皓

5号 蒋哲

7号 冯劲

8号 丁捷

9号 阿德里安

10号 彭欣力

11号 吴庆

12号 王敏

13号 尹聪耀

15号 徐武

16号 王维成

17号 隋维杰

18号 董洪麟

19号 唐佳庶

20号 刘乐

21号 王梓翔

22号 崔永哲

23号 陈雷

24号 刘卫东

25号 百合提亚尔

26号 元敏诚

27号 卡尔德克

28号 曹栋

30号 费尔南迪尼奥

32号 费尔南多

33号 迪力穆拉提

36号 刘斌

斯威新赛季一线队名单

“小摩托”骑摩托与球迷互动。

卡尔德克

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刘力 钱波 摄

斯威队主教练小克鲁伊夫（中）给新
内援蒋哲（左）和新外援阿德里安（右）发
球衣。

新赛季重庆球迷会怎样为斯威队助威？他
们对球队有怎样的心愿？昨天的启动仪式上，记
者也见到了来自重庆各球迷协会的代表。作为
重庆足球的铁杆粉丝，他们的愿望非常简单——
保级成功就好。

期待年轻球员成长
“铁血巴渝”是重庆有名的球迷协会之一，作

为球迷协会负责人，小钟表示他对球队在新赛季
充满期待。“今年球队阵容进行了针对性补强，进
一步降低了平均年龄。在前锋和后卫、门将上都
有内援补强，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唯一担心的
是中场出现伤病。个人比较期待杨帅和董洪麟，
以及尹聪耀能够在经过国奥集训后变得更加成
熟。”小钟说。

来自重庆渝州十二卫球迷俱乐部的林伟也
对今年引援表示认同，“今年球队后防线补强了，
至少比上赛季应该强一些，中场的阿德里安应该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球队就需要他这样的中场球
员。今年冬训也还不错，几场热身赛没有输球，
这也能看出球员的努力和付出。”

来自奥体北看台的陈浩给球队引援打了高
分，“引援很满意，可以打80分到90分，我们球队
已经很老化，确实该引进年轻球员。外援郑佑荣
走后差一个中场核心，阿德里安进攻性更强。”

球迷的目标很务实
在新赛季开始前，部分中超球队出现了重大

变化，或许会改变新赛季中超的格局。“今年由于

国家集训队的影响，加上恒大、天海等俱乐部超常
规的转会操作，或许今年中超会迎来新的局面，一
些未受影响的球队或将脱颖而出。”小钟表示。

对于重庆斯威，最主要的任务依然是保级。
“我们已经认清我们是小球队的现实，希望球队
能够找到一条自己长久发展的道路，在保障一线
队成绩的同时，青训也做得越来越好，不让重庆
的好苗子再跑到外地去了。”小钟说。

助威手段有新变化
新赛季即将开始，重庆球迷也正在积极准

备，希望通过各种方式为重庆足球加油助威。
小钟向记者透露，今年他们会和其他兄弟组

织一起，创新助威方式。“按照计划，今年协会会
在适当的时候制作大型TIFO为球队加油助威，
并积极筹备重庆球迷文化节活动。尝试和其他
兄弟组织一起创新助威方式，例如引入新的鼓
点、制作新的歌曲、绘制新的门旗等绘制新的门旗等。。目前已经目前已经
联合各个协会在筹备第一场比赛的现场活动联合各个协会在筹备第一场比赛的现场活动，，很很
有视觉效果有视觉效果，，祝福球队新赛季取得好的成绩祝福球队新赛季取得好的成绩。”。”

林伟告诉记者林伟告诉记者，，他们会在他们会在1212区继续和其他协区继续和其他协
会进行现场互动会进行现场互动，“，“每一场比赛前每一场比赛前，，我们有什么助我们有什么助
威方式都会提前沟通威方式都会提前沟通，，尽量在看台上统一衣服颜尽量在看台上统一衣服颜
色色，，还有统一助威口号还有统一助威口号。”。”

陈浩则会继续坚守球迷人数并不那么多的陈浩则会继续坚守球迷人数并不那么多的
奥体北看台奥体北看台，“，“今年继续坚守北看台今年继续坚守北看台，，继续当星星继续当星星
之火之火。。助威首先要参与奥体球迷的整体活动助威首先要参与奥体球迷的整体活动，，今今
年会根据成绩计划制作年会根据成绩计划制作22到到33幅幅TIFOTIFO。”。”

重庆晨报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上游新闻记者 何艳何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