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五 020 斯图加特 VS 科隆 比赛时间：
2017 年 10 月 14 日 02:30

斯图加特上轮客场 1：2 负于法兰克福，
球队前 4 个客场全败，失 9 球只进 2 球，但主
场 2 胜 1 平保持不败，队长根特纳恢复训练，
但距离合练和复出还有一段时间， 中场齐默
曼、马内和后卫因苏亚继续伤缺。 科隆上轮主
场 1：2 不敌莱比锡红牛， 球队的夏季标王科
尔多巴大腿严重拉伤，将至少缺阵一个月，替
换科尔多巴上场的是赛前刚签下的老将皮萨
罗，球队开局双线 1 平 8 负，主场更是遭遇全
败，但球队健康状况还不错，世预赛也给了他
们调整的空间，趁对手状态不够理想，客场或
有望止跌。

周五 022 布里斯托尔城 VS 伯顿 比
赛时间：2017 年 10 月 14 日 02:45

布里斯托尔城上轮客场 3：1 完胜伊普斯
维奇，取得两连胜且连续 9 轮不败，目前高居
联赛第 4 位，只落后领头羊加的夫城 4 分，主
帅李·约翰逊和中卫弗林特分别获选联赛 9
月最佳教练和球员，中场帕克本场解禁复出，
右后卫皮萨诺、中场加里·奥尼尔和前锋德约
里奇目前有伤。 伯顿上轮主场 0：4 惨败于狼
队，连续两个主场遭遇 0：4 的惨败，连续 3 轮
未能取得进球， 从狼队租借的前锋梅森上轮
因回避条款未能出场，本场可以披挂，后卫布
雷福德和图纳因伤出战成疑。 两队的实力和
状态都有不小的差距，主队值得追捧。

周五 023 伯明翰 VS 加的夫城 比赛时
间：2017 年 10 月 14 日 02:45

伯明翰上轮客场 1：6 惨败给赫尔城，遭
遇本赛季第 7 场失利，11 轮仅拿 8 分，排名倒
数第 3，前锋约塔、亚当斯和中场洛维目前有
伤，门将斯托克达尔和詹金森伤愈有望复出。
加的夫城上轮主场 0：0 被德比郡逼平， 终结
两连胜，但仍以 1 分优势排名榜首。 伯明翰近
期表现极差，场外也有点混乱，但他们近 8 次
主场对阵加的夫城只输过一次， 加上国际比
赛周给了他们喘息时间，主场或有望止跌。

周五 026 西班牙人 VS 莱万特 比赛时
间：2017 年 10 月 14 日 03:00

西班牙人上轮客场 0：2 不敌皇马，客场开
局 2 平 2 负不胜， 但仅两个主场取得连胜，后
卫马尔科·纳瓦罗训练中受伤， 预计无缘本场
比赛， 养伤近 6 个月的后卫奥斯卡·杜阿尔特
已经恢复可以待命，哈维·洛佩斯、维克托·桑
切斯继续养伤。莱万特上轮主场 0：2不敌阿拉
维斯， 开局 5 轮不败之后连续遭遇两连败，此
前一轮客场 0：4 惨败在贝蒂斯脚下，中场萨穆
·加西亚上轮受伤离场，将缺席 3 周左右，中场
勒尔马在国际比赛期间伤愈回归， 前锋马尔
蒂、贾松和后卫伊万·洛佩斯继续伤缺。西班牙
人状态明显回升， 莱万特则失去了开局的生
猛，本场更看好主队捍卫主场。 （朱元鹏）

“20 倍现金”“天下名钻”“巧克力”

顶呱刮 3 款新票联袂登场
本报讯（记者 曹静雅

通讯员 朱元鹏） 秋回大
地，又到收获季节。顶呱刮
又推出 3 款新票。 20 元面
值“20 倍现金”、10 元面值

“天下名钻” 和 5 元面值
“巧克力”，三票齐发，联袂
登场。

“20 倍现金” 面值 20
元，票面一套 2 枚，设计
分别以红色、 蓝色为基
调，风格简约大气，是首
款采用银墨工艺印制的即
开票。“20 倍现金”单张彩
票共有 20 次中奖机会，最
高奖金 100 万元。 票面共
有五组游戏， 简单易玩、
新鲜刺激。 其中，主游戏

为：刮开覆盖膜，在任意
一场游戏中，如果你的号
码与中奖号码相同，即中
得该场游戏右方所示的金
额；如果在任意一场游戏
中，出现倍数标志“2X,3X,
5X,10X 或 20X”， 即中得
该场游戏右方所示金额乘
以该场游戏所出现的倍
数。 其他4场幸运游戏分
别为：在幸运游戏区刮开
覆盖膜，如果出现两个相
同的标志，分别可中得 50
元 、100 元 、200 元和 500
元。 所有游戏中奖奖金兼
中兼得。

“天下名钻” 面值 10
元，票面一套 3 枚，有粉、

绿、蓝3 种颜色票面，钻石
遍布、 票面醒目、 玩法刺
激。 最高奖金 50 万元，每
个奖组拥有超多头奖数
目。“天下名钻”单张彩票
共有 15 次中奖机会，票面
共有两个游戏。游戏一：刮
开覆盖膜， 如果出现 8 标
志“8”，即中得该标志下方
所示的金额。游戏二：刮开
覆盖膜， 如果你的号码中
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
之一相同， 即中得该号码
下方所示的金额； 如果你
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
翻倍号码相同， 即中得该
号码下方所示金额的两
倍。 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巧克力” 面值 5 元，
这是体彩首款有香味的即
开票，刮起来，弥漫着浓情
巧克力甜蜜的味道。“巧克
力” 单张彩票共有 8 次中
奖机会， 最高奖金 10 万
元。 游戏规则： 刮开覆盖
膜， 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
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
相同， 即中得该号码下方
所示的金额； 如果出现双
心标志， 即中得该标志下
方所示金额的两倍。 中奖
奖金兼中兼得。 上述 3 款
新票全市各体彩网点均有
售， 顶呱刮金秋带给你新
鲜、浓情和劲爆的体验，不
容错过。

本报讯（通讯员 朱元
鹏）双节长假刚过的 10 月
9 日， 彩民们纷纷来到河
南省体彩中心兑奖。 南阳
彩民张先生（化名）中得足

球彩票 （14 场胜负）第
17143 期一等奖 1 注、二
等奖 5 注，奖金共计 46 万
余元。 济源的周女士（化
名） 中得超级大乐透第

17114期二等奖 2注、三等
奖 1 注、 四等奖 20 注、五
等奖 30 注、六等奖 10 注，
奖金共计 42万余元。 商丘
的彩民萧先生（化名）中得

排列五第 17266 期一等奖
10注，奖金 100万元。洛阳
的小张（化名）中得超级大
乐透第 17117 期一等奖 1
注，奖金 866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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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节过后，河南彩民扎堆领取体彩大奖

南阳小伙喜中 46万余元

南阳彩民中足球彩票 46 万余元
南阳张先生是一位年

轻的彩民， 只买了一年的
足球彩票（14 场胜负）。 因

为他之前曾经中过奖，所
以对于这次的中奖， 并没
有特别激动。 这次中奖的

彩票， 张先生购买的依
据是自己平日的研究结
合别人的推荐。 当谈到

这次奖金的分配时，张先生
笑着说，将用在购买房屋的
首付上。

济源老彩民中大乐透 42 万余元
济源周女士是一位老

彩民了， 她平日喜欢购买
彩票， 已经有十几年的购

彩历史了。她说，这次能中
大奖纯粹是自己的运气比
较好。 这次，她中得的是 9

月 30 日晚开出的大乐
透第 17114 期， 共中得
二等奖 2 注、 三等奖 1

注、四等奖 20 注、五等奖 30
注、六等奖 10 注，奖金共计
42 万余元。

商丘老彩民中排列五 100 万元
商丘萧先生是有 4

年彩龄的老彩民了，他注
意到排列五经常会有重
复的数字，于是每次买彩

票都遵循这个规律，并且
都是购买 10 注。 据他介
绍，他之前中过一次排列
五 100 万元，这次中奖的

彩票也是考虑到数字的
重复这一规律才选中的
号码， 守号守了半年就
中奖了， 他觉得还是运

气比较好的缘故才再次中
奖。 说到奖金，萧先生表示
自己是做生意的，钱将会用
来投资。

洛阳彩民机选中大乐透 866 万余元
10 月 7 日晚开出的

超级大乐透第 17117 期
中奖号码为 05 07 09
24 32+08 10， 全国共
开出一等奖 5 注追加 1
注，其中，河南洛阳市洛

龙区洛宜路学府街交叉
口南的 4103115044101 网
点彩民中得了 1 注一等
奖， 奖金 866 万余元，中
奖者就是彩民小张。 小伙
小张是一位非常年轻的

彩民， 只买了不到一年
的彩票， 这次更是非常
幸运， 机选号码中了一
等奖。 他表示自己没有
过多地研究号码的趋势
走向图， 就是坚持每两

天买一次大乐透 ， 每次 5
注， 每两天买一次七星彩，
也是每次 5 注，当做娱乐方
式。 当说到奖金如何分配
时，小张表示将会用来偿还
房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