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球迷之家”火爆排名

81012�长沙市四方坪科大家园北区4栋6号

火爆指数：★★★★★

81009�长沙市万家丽中路二段39号

火爆指数：★★★★★

88001�衡阳市常胜中路富源大酒店一楼

火爆指数：★★★★★

91002�永州市零陵区人民路13号

火爆指数：★★★★★

87007��湘潭市金芙蓉路裕丰新城国际B-114号

火爆指数：★★★★★

81001��长沙市雨花区桂花路374号

火爆指数：★★★★★

（资料由湖南省体彩中心提供）

在国家相关部门严打网络赌博尤其是

地下赌球的保驾护航下， 中国体育彩票的

“竞彩”玩法可谓锦上添花，其销量一路狂

飙之际， 又迎来了四年一次的足球世界

杯盛宴。合法的“竞彩”也更趋合理，世界

杯期间更推出了“竞彩小组首名”、“竞彩

冠亚军”、“竞彩冠军”的新玩法，如果以娱

乐的方式、投资的心态来尝试参与“竞彩”，

肯定好过那消磨人意志的转转麻将和那消

沉不长进的股市大盘。

这些新玩法的最大特点是买时奖金固

定， 而且比较合理（参见中国竞彩网 http:

//www.sporttery.cn/）。

在“小组首名竞猜”的玩法中，最稳的莫过

于H组的西班牙（1.14倍），虽然只稍多过一个

涨停板，但只需10天，本利即可收回，如匡

瓢，本人可生吞此报。再就是B组的阿根廷

（1.3倍），但最好用尼日利亚（5.25倍），防冷。

其他低赔率的种子球队都没有意义投注。

在“冠亚军竞猜”的玩法中，倾向于重注

其它组合（3.5倍）。原因是博彩公司有意没

开这个赔率，再者，冷门也好，均衡也好，组

合也好，魔咒也好，都有可能让一支非传统

强队打入决赛。 如果要博一个高倍的组合，

应考虑类似英格兰—阿根廷（14倍）这种宿

命组合，只有这种安排的精彩才可期待。

至于“冠军竞猜”， 可重注阿根廷（6.5

倍）、英格兰（5.5倍）或西班牙（4.3倍）,当然

不是每个队都买。也可微注美国（70倍）、巴

拉圭（60倍）、喀麦隆（100倍）而娱乐。 ■黄忠

详情请关注湖南体彩网

http://www.hntic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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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辞典： 男人肾亏不要

紧，不玩竞彩可不行。竞彩大

餐，水位高低，看盘博胆，生财

有道。有竞彩，世界杯更精彩。

非常好玩⑥

彩神大赛

海选开启

本报联合湖南省体彩中

心举办的“彩神大赛”海选开

启，16日18时之前， 读者可通

过《湖南体彩网》 彩民论坛、

《混在长沙》 论坛跟帖进行每

天100元虚拟投注， 以及通过

《中国竞彩网》 模拟投注游戏

参与。我们将根据虚拟投注的

成绩选出64强，然后进行淘汰

赛，每轮每人配发相等数额的

彩票，中奖额度高的参赛者晋

级，最终根据奖金决出“竞彩”

之王。前4名分获2000、1500、

1000、500元购彩券。

跟帖虚拟投注方式：

1、标明投注场次、投注结

果、倍数、投注额。

2、仅限世界杯场次，最晚

开赛场次不晚于17日2:30。

3、 请在论坛个人资料中

留下联系电话，以确保晋级后

通知参加正赛。

4、《湖南体彩网》、《混在

长沙》论坛统一排名，前48名

晋级正赛。

示例：

阿根廷平*希腊胜*英格

兰平/胜

3*1（复式4元/注），25倍，

投注额100元

模拟投注 选手于 17日

12时前将虚拟账户截屏图

及个人联系方式发送至以

上 两 大 论 坛 ， 或 邮 箱 ：

363065738@qq.com.前16名

晋级正赛。

评球

论道

买西班牙胜过一个涨停板

省体彩中心举行“球迷之家”看球购彩活动

百余名球迷和彩民昨夜欢庆世界杯开幕

“快来咯，喝啤酒不要钱”

竞彩投注宝典（冠亚军竞猜）

选项名称 固定奖金(元 )��购买倍数 奖金回报

英格兰-阿根廷 11 �������� 99 2178

阿根廷-科特迪瓦 80 99 15840

巴西-英格兰 18 99 3564

（更新至11日17时。预计停售时间：7月8日2:30）。

每日一单

特别提示：彩民可选择竞彩2串1、3串1、3串3、3串4过关投注。

韩国VS希腊

胜平负：平/负

比分：0∶1/0∶0

半全场：平平/平负

总进球数：0/1。

阿根廷（-1）VS尼日利亚

胜平负：平/负

比分：1∶0/1∶1/2∶2

半全场：平平/胜平

总进球数：2/4。

英格兰（-1）VS美国

胜平负：胜/平

比分：1∶0/2∶0

半全场：胜胜/平胜

总进球数：1/2。

太公

看盘

世界杯大幕已经开启， 而世界杯足球彩

票无疑是这场盛宴上的佐餐美酒。

我们先从世界杯举办的一些“潜规则”说

起。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世界杯才真正

被世人所熟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其影响力

不断攀升， 甚至一举超越奥运会成为了全球

最受瞩目的大赛。 笔者统计了一下1978年后

的8届世界杯赛事，其中欧洲举办了4次、美洲

3次、亚洲1次，非常有意思的是，这8届冠军皆

是由欧美两强轮流坐庄。更为巧合的是，在欧

洲举办的世界杯， 最终都是欧洲豪门笑到了

最后，而在美洲举办的世界杯，则全部为巴西

和阿根廷两强所包揽。 惟一的例外是2002年

的日韩世界杯， 巴西在亚洲成就了五冠王的

伟业。照此推算，本次世界杯是否又轮到了兵

强马壮的阿根廷

呢， 况且南非的

气候也正好让他

们如鱼得水？对

于这个结果，目

前笔者自然还不敢妄加揣度，毕竟“本故事纯属

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的情况也非罕见。

今晚，阿根廷将迎来本次世界杯的首个小组

赛对手尼日利亚队。2002年世界杯，两队曾经就在

小组赛遭遇过，虽然阿根廷凭借巴蒂的进球以1∶0

小胜对手，但最终两队都只能在“死亡之组”中同病

相怜，均无法避免提前打道回府的悲剧。如今故人

再相逢，虽然避免不了刀兵相交，但也许携手晋级

的结局才是他们对8年前伤痛最好的缝合。 ■太公

（著名足彩专家，浸淫足球二十载，见解独到）

今晚22：00��阿根廷VS尼日利亚 CCTV�5

这个圈里的“潜规则”

购彩

有奖

世界杯期间， 湖南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推“看世界

杯·玩竞彩， 六重大奖等你

拿”大型活动，将展开6轮抽

奖。据悉，凡在7月11日前购

买单张竞彩世界杯玩法金额

达198元及以上者，凭彩票即

可参加抽奖活动。

根据活动办法， 每个比

赛日都将抽取10张符合抽奖

条件的彩票，各奖励价值500

元的体育彩票。6月12日，世

界杯揭幕后的第一天， 该活

动就将产生第一批10名幸运

彩民， 送出彩票总面值达

5000元。本报将在13日的《非

常世界杯》 特刊中进行跟踪

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抽奖

属于“六重大奖”的“第一重”，

每个比赛日都会如期进行。

首批抽奖时间：12日10时。

兑奖：彩票开奖后7日内

完成兑奖，逾期视为弃奖。

■记者 陈普庄

本报讯“快点来咯，鬼诶，各里恰啤酒不要

钱！”6月11日晚8时， 距离南非世界杯开战还有

两个小时，长沙市桂花路的81001号竞彩店，一

位彩民一边打电话呼朋唤友， 一边冲着竞彩店

店长刘芳做鬼脸。原来，他是这里的老主顾，没看

到平时一起买彩票的朋友，他赶紧打电话找人。

当晚，湖南省体彩中心在这里举行“球迷

之家”看球购彩活动。免费喝啤酒，前50位彩民

还能获赠即开型“顶呱刮”和竞彩投注卡，自然

吸引了不少彩民，甚至有许多原本不玩彩票的

市民也慕名前来。中国体育彩票竞彩与世界杯

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就这样在100余名湖南球

迷和彩民的喜悦中拉开帷幕。

活动现场，有奖答题率先将气氛推向了小

高潮。“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是谁？” 这恐

怕是当晚最简单的问题之一，一位球迷霎时间

冲出重围，抢过话筒脱口而出：“罗纳尔多！”那

速度，也绝不亚于昔日的外星人。在他的带动

下，这场抢答很快演变成“抢”，弄得现场主持

人大喊，“你们太厉害了，失控了，失控了。”

在当晚的看球活动中，还进行了现场抽奖

活动， 不少购彩的现场球迷均获得了足球、羽

毛球拍、乒乓球拍等精美礼品。

据介绍，为了取得世界杯的“开门红”，省

体彩中心仅在81001号竞彩店一家便投入数千

元，用于这一场球迷活动。81001号竞彩店店长

刘芳告诉记者，他们店也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

筹备，张贴宣传画、设计投注推荐、添置世界杯

吉祥物等小礼品，店里已被布置成一座小型的

世界杯乐园。

接下来， 省体彩中心还将在全省各大竞

彩店举办类似活动， 活动信息将于近日及时

公布。 ■文/图记者 陈普庄 实习生 杨桦

竞彩六重礼

今日首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