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月10日（本周六）16:00，在中
甲第22轮比赛中， 湖南湘涛队将在主场迎
战北京理工大学队。 这是湘涛队本赛季倒
数第3个主场比赛，喜欢看球的朋友不要错
过。本报湘涛比分竞猜平台已开通，只要猜
中比分，就有机会获得湘涛球衣一件。

本场比赛，两队都输不起。湘涛队目前
排名第4， 距离第二名广东日之泉队仅差4
分，冲超希望不小；而北理工队排名倒数第

一，需要为保级而战。
对于湘涛队来说， 这可能是一场进攻

战。在过去21场比赛中，湘涛队已经打进31
球，仅次于日之泉的33球，比领头羊阿尔滨
还多进一个，攻击能力惊人。 ■记者 刘涛

参与方式： 登录http://ent.voc.com.cn，
进入“动在长沙”版块，点击相关主题帖报
名参与，留下真实姓名、电话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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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54岁“高龄”的道金斯早已离开赛场，
因为年龄和体重的关系， 甚至不能再扣篮，但
既然来到长沙，他也不能让球迷失望。9月11日
下午3点， 道金斯将出现在NBA大篷车篮球活
动现场，为球迷签名。之后，他会坐上评委席，
为参加匹克扣篮大赛城市预选赛的选手打分。

在之前的重庆站活动中，道金斯为选手亮
出的最高分是9分， 长沙有没有选手打动这位
扣篮巨星， 让他心甘情愿亮出10分的满分，还
得拭目以待。

除了扣篮大赛，NBA大篷车活动还有一系
列的趣味游戏等着各位球迷：“东风风神团队
挑战赛”、三分投篮赛、技巧挑战赛等。据了解，
本次活动没有门槛、无需费用，只要是篮球爱
好者都可参加。 ■记者 蒋玉青

本报讯 9月6日，NBA黄蜂队
的卡尔·兰德里和火箭队的凯尔·洛
瑞现身上海， 参加2011年匹克球星
中国行第二季活动。 作为姚明曾经
的队中好友， 兰德里一到上海就向
姚明报告行踪，顺便“蹭”到一顿上
海大餐，还放出风来，说如果NBA停
摆， 自己想投在姚明帐下， 征战
CBA。

这不是兰德里第一次来中国，
他希望有更多的机会与中国球迷交
流。谈到NBA的未来，兰德里说，如
果NBA新赛季不能如期开赛， 他将
考虑加盟一支CBA球队。“我可是一
名自由球员。”兰德里说，“姚明的球
队肯定是首选， 但前提是姚明要我
啊！” ■记者 蒋玉青

他曾一个月内扣碎两块篮板 被称为“巧克力炸弹”

前NBA巨星道金斯周日约见长沙扣将

你去扣篮，看他亮几分
长沙的酷暑在习习凉风中渐行渐远， 一波高过一波的NBA球星长沙行活动

也接近了尾声。9月10日-11日，NBA传
奇中锋达里尔·道金斯将跟随NBA大篷车

造访长沙，在湖南大学天马学生公寓篮球场与长沙的球迷们来一场篮球嘉年华。

9月11日下午3点，这颗“巧克力炸弹”将亲临现场，给喜欢篮球、喜欢扣篮的球迷

签名，并担任长沙站匹克扣篮大赛城市预选赛的评委。

很多球迷知道“大鲨鱼”奥尼尔曾将篮板扣
烂，迫使联盟改进比赛规则和设施。但现在很少
有人知道，NBA历史上最暴力、 扣碎篮板最多的
球员并不叫奥尼尔，而是达里尔·道金斯，就如他
的绰号“巧克力炸弹”，他扣篮时的瞬间爆发力十
足，劲爆异常。

1975年，年仅18岁的高中生球员道金斯在首
轮第5位被费城76人队选中，从此开始了

他传奇的NBA职业生
涯 。1979年 12月 31
日， 在76人队对马
刺的比赛中， 道金

斯扣篮时直接扣碎篮板。那个时候，奥尼尔还只有
7岁。14年的职业生涯， 被道金斯征服的不仅仅是
与其对位的对手， 更有数块被他壮硕臂膀扣得粉
碎的篮板。 结果， 为了防止道金斯的后续破坏行
为，联盟因此引入了非整体式篮筐，而且挂在篮
筐上会被吹技术犯规，这就是“道金斯规则”。

巨星故事
他扣碎篮板时，奥尼尔还是小屁孩

时间：9月10日-9月11日11:00-17：30
地点：湖南大学天马学生公寓篮球场
球星安排：9月11日15:00出席现场活动，

可签名。

踢得糟糕，却赢了球；踢得漂亮，但输
了比赛。短短五天之内，命运之神仿佛跟
中国队开了一个大玩笑。

9月7日凌晨， 国足1比2客场不敌约
旦，外界却少有责备，尽是一片叹息之声。
如果不是后卫的低级失误，如果不是前锋
的射术太差， 如果不是对手的运气太好
……至少是一场平局。

不可否认，国足开场的表现足够振奋
人心。他们踢得积极主动，打法极富侵略
性， 甚至出现四人围抢约旦一人的场面，
逼得对手无所适从乱了套。“这是最近几
年，中国队在正式大赛中踢得最好的一场
球！”射门17对8，除了进球，几乎所有的数
据统计都占优。赛后，很多人对中国队的
表现满是赞美之词。 ■王强

兰德里想为姚明打工

在这个深夜，我看着国脚们在约旦的
球场上左冲右突，突然就不可遏制地想起
了我的大学同学。

我的这个同学颇为老实，也许是高中
的时候压抑过头，上了大学后对女同学表
现出了一种高于常人的兴趣。在确定自己
的目标后， 我的同学设计了很多追求路
径，比如约她到湖边漫步，比如邀请她共
进烛光晚餐，比如邀请她看一场浪漫的电
影……不过在设想以上情节时，我的同学
都是在宿舍，典型的叶公好龙。当蹉跎数
月终于鼓起勇气买了两张电影票，在某天
晚自习后穿过陌生人群搜寻她的脸时，蓦
然回首，那人却在别人怀里笑靥如花。

回忆起这些的时候，国脚们正在努力
地通过传球进入约旦队的禁区，他们传啊
传啊，如痴如醉，传进去又倒回来，就是不
射门，仿佛忘记了球门的存在，等到梦醒
时分，约旦队已经进了2个球了。

不过有一点，我的同学与国脚们相反。
国脚们在比赛中对于进球的追求不强烈，
但他们在追求美女时却体现了国字号的实
力，动作迅速果决，往往能够一击即中。而
我的同学泡妞犹豫，踢球时却是突破犀利，
射门精准。于是我看到，我的同学在球场上
表现出色， 他心仪的姑娘坐在别的男人身
边为他喝彩； 国脚们却与自己的姑娘坐在
电视机前，看别人在世界杯赛场驰骋。

所以，我的同学应该向追求进球一样
追求姑娘，而国脚们应该像他们追求姑娘
一样追求进球，这才是对的。 ■刘涛

互动活动
扣篮、三分、技巧，各种游戏免费玩

湘涛要攻北理工，别错过
竞猜比分免费赢球衣

9月10日16:00��湘涛VS北理工 金鹰纪实

要像追求姑娘般追求进球

比分是1:2，射门却是17比8�

国足输球没挨骂，难得

世预赛亚洲20强赛战报（9月7日） 欧预赛战报（9月7日）

小贴士

新加坡 0-2 伊拉克
科威特 1-1 韩国
黎巴嫩 3-1 阿联酋
乌兹别克斯坦 1-1 日本
朝鲜 1-0 塔吉克斯坦

泰国 3-0 阿曼
沙特 1-3 澳大利亚
卡塔尔 1-1 伊朗
印尼 0-2 巴林

英格兰 1-0 威尔士
意大利 1-0 斯洛文尼亚
罗马尼亚 0-0 法国
波兰 2-2 德国
西班牙 6-0 列支敦士登

NBA大篷车长沙站指南

道 金
斯等着你
去表现自
己的扣篮
天赋。

道金斯在为选手亮分。

输球后，
球员很沮丧。

涛涛不绝

排列 3、排列 5第 11243期 本期投注额：22722780 元
中奖号码 7 2 1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直选 9275
组选 ３ 0
组选 ６ 14053

中奖号码 7 2 1 5 9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91 100000

单注奖金（元）
１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６０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超级大乐透第 11105期 本期投注额：86608080元

22选 5第 11243期 本期投注额：1908162元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小灵
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
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9月 7日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05 07 14 17 19
中奖注数(注)

57
5189
73128

单注奖金(元)
5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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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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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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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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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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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奖
五等奖 (追加)
六等奖
六等奖 (追加)
七等奖
七等奖 (追加)
八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0
19
4
85
25
150
47
3855
1198
18004
5257
150940
45553
1682715

单注奖金(元)
0
0

252626
151575
13515
8109
3000
1500
600
300
100
50
10
5
5

超
级
大
乐
透

生
肖
乐

奖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注）
4269

单注奖金（元）
６０

下期奖池 47353889.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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