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3 日，位于镇江市丁卯
桥路187-3号的3211011081体彩
网点传来好消息，该网点一名彩
友中出顶呱刮“中国红”10 万元
大奖！

5 月 24 日上午，中奖者缪先
生（化名）来到镇江市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领奖。据缪先生介绍，他
有一位朋友是位老彩友，喜欢购
买大乐透，他受到朋友的影响与
体彩结缘。平时缪先生闲暇时就
喜欢去体彩网点购买即开票和大
乐透，以前也中过一些小奖。23
日下午，缪先生和往常一样来到
体彩网点选了几张即开票，谁知
就中了十万元大奖！缪先生说，
购买体彩已经成为他日常的兴趣
爱好，以后还会继续支持体育彩
票。

近期，即开体彩顶呱刮新票
“金孔雀”闪亮登陆镇江，“金孔
雀”是又一款采用金属墨印刷的
票种。该票单张面值20元，有25
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 100 万
元。该票的游戏规则为：刮开覆
盖膜，如果号码中任意一个与中
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
下方所示的金额；如果出现“孔
雀”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
金额的两倍；如果出现“顶呱刮”
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
额的 5 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对体彩即开票感兴趣的彩友们可
以 去 身 边 的 体 彩 网 点 进 行 体
验。

体彩

镇江彩友喜中
“中国红”10万大奖

京江晚报讯 昨天下午，
由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高校
工作委员会主办，镇江市高等
专科学校承办的江苏省第五
届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在镇
江高专长山校区文体中心开
幕，这是该项传统赛事首次落
户高职院校。

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省
48支高校代表队共计641名跆
拳道运动员、教练员和领队参
与，参赛队伍和参赛人数均创
历史新高。其中南大、东大、
苏大、南体等本科高校代表队
27 支计 350 人，南工院、苏建
院、江苏农林、镇江高专等高
职 院 校 代 表 队 21 支 计 291
人。大赛分为甲A组（本科院
校高水平组）、甲B组（本科院
校普通组）和乙组（普通高职
院校组）3 个组别，设置竞技
（男子、女子各8项）和品势（男
子、女子各 6 项）两个大项，下
设30个小项。

开幕式一结束，跆拳道品
势比赛正式举行。参赛选手
根据太极章节和高丽分组竞
赛，一招一式刚柔并济、形神
皆备，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根据赛程安排，25-26日，跆拳
道竞技比赛将陆续展开，选手

们将进行速度、耐力、力量和
灵敏度的角逐比拼。

据悉，这是镇江高专首次
承办跆拳道省级赛事，也是镇
江高校园区 2014 年 8 月启用
以来，园区内院校承办的级别
较高、规模较大、竞技性和观

赏性较强的一项体育赛事。
为保证办赛质量，大赛组委会
组建了180人的大学生志愿者
队伍，为赛场内外提供全天候
的引导、联络、赛事和后勤服
务。

（朱春瑜 刘曦 古瑾）

省第五届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在镇江高专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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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24日在其官网发
布公告称：为备战 2019 年 9 月
开始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
洲区预选赛预赛阶段（四十强
赛）的比赛，经中国足协研究批
准，意大利籍教练马塞洛·里皮
出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
练，并将于6月开始带队组织集
训、参加比赛。

这是里皮第二次接手国足
帅位了。2016 年 10 月，当高洪
波主动请辞后，中国足协向广
州恒大“借”来了里皮，双方签
约到2019年亚洲杯结束。当时
里皮就在上任发布会上说，“中
国队需要奇迹才能从12强赛出
线。”结果国足真的差点创造了
历史，后 6场比赛 3胜 2平 1负，
里皮交出了一张近乎完美的答
卷。

12 强赛后，因为种种原因
国足表现下滑，原本双方期待
中的续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了了之。2019年亚洲杯就成

为里皮带领中国队的告别演
出。在阿联酋，中国队和伊朗
队如赛前预计一样会师四分之
一决赛，但比赛中冯潇霆，刘奕
鸣和石柯三名中卫比赛中连续
失误，国足0：3惨败输球。里皮
在更衣室和新闻发布会上都对
球员表现提出严厉批评：“可以
输比赛，但不能以这种方式输
掉。”

“我和中国足协的合同到
期了，将不再担任中国队主教
练。”里皮也在输给伊朗后亲口
承认离职。不过随后他和中国
足协商定，将以顾问的形式继
续帮助中国队。

然而没想到的是，“徒弟”
卡纳瓦罗带队中国杯表现太
差，4月 28日，卡纳瓦罗在个人
微博上宣布放弃国足主教练职
位。兜兜转转一圈后，中国足
协不得不把目光重新回到了里
皮身上。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里

皮 4 月 25 日飞抵广州，和中国
足协在广州进行了合同谈判，
双方谈判非常顺利，中国足协
也基本上满足了里皮的要求。
随后的 4 月 29 日深夜，里皮从
广州返回意大利，收拾行囊准
备再次开启自己在中国的执
教。

此外，昨天上午，中国足协

召开执委会扩大会。会议宣
布，按照《中国足球协会章程》
并经体育总局党组同意，中国
足球协会成立中国足协换届筹
备组，陈戌源同志担任筹备组
组长。筹备组负责拟定换届工
作方案，筹备召开中国足协代
表大会。

综合

官宣！里皮再次出任国足主教练

5 月 23 日 24:00，《复仇者联
盟 4：终局之战》（后简称《复联
4》）正式下映。该片4月24日内
地上映，映期一个月，没有再延
长。总票房达42.4亿元，仅次于

《战狼2》的56.8亿和《流浪地球》
的46.5亿，位居中国电影票房总
榜第三，也成为了中国影史进口
片票房总冠军。下线当天，该片
仍有超过 600万元的票房，处于
单日票房排行榜第三位。

虽然告别了内地市场，但
《复联 4》仍将在海外公映，并有
可能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
电影。目前，《复联 4》已超过了

《侏罗纪公园》《复仇者联盟3：无
限战争》《星球大战：原力觉醒》
和《泰坦尼克号》，对于《复联 4》
来说，现在唯一的超越目标是

《阿凡达》。 综合

《复仇者联盟4》下映
42亿票房成
影史进口片
票房总冠军

NBA23日公布了本赛季最佳
阵容，哈登（休斯敦火箭队）、安特
托昆博（密尔沃基雄鹿队）、库里
（金州勇士队）、保罗·乔治（俄克拉
荷马雷霆队）和约基奇（丹佛掘金
队）入选最佳阵容一队。

哈登是最佳阵容的常客，本
赛季已经是他第五次入选第一阵
容，库里是第三次入选一阵，“字
母哥”安特托昆博和乔治则是首
次入选第一阵容。哈登、安特托
昆博和乔治也是本赛季常规赛最
有价值球员的三位候选人。

本赛季第二阵容包括费城
76人队的恩比德、勇士队的杜兰
特、波特兰开拓者队的利拉德、
多伦多猛龙队的伦纳德以及波
士顿凯尔特人队的欧文。

第三阵容包括雷霆队的威
斯布鲁克、底特律活塞队的格里
芬、洛杉矶湖人队的詹姆斯、犹
他爵士队的戈贝尔和夏洛特黄
蜂队的沃克。 新华

哈登、“字母哥”
领衔美职篮最佳阵容

武磊 23 日在巴塞罗那接受
肩部手术，预计他将能赶在欧罗
巴联赛资格赛首轮前恢复健康。

武磊此前在亚洲杯上肩部受
伤。在转会西班牙人后，他选择
带伤继续征战，直到赛季全部结
束再接受手术治疗。在当日进行
的约两个小时的手术中，医生为
他成功进行了左肩喙锁和肩锁关
节韧带的重建以及锁骨的复位。

据西班牙人俱乐部透露，武
磊在术后将继续留院观察数
日。此后他将开始为期约四周
的物理治疗。预计其整个恢复
过程需要 6至 8周。这也意味着
武磊有望赶上将于 7 月 25 日进
行的欧罗巴联赛资格赛第一轮
的比赛。 新华

武磊肩部手术成功
有望出战欧罗巴联赛

NBA东部决赛 23日进行
了第五场较量，多伦多猛龙队
在当家球星伦纳德的带领下，
客场以 105:99 战胜密尔沃基
雄鹿队，总比分 3:2领先，形势
一片大好。

此 前 四 场 双 方 战 成 2:2
平，这场“天王山战役”至关重
要。在前两场比赛中腿部不
适的伦纳德完全恢复了状态，
砍下 35 分、7 个篮板和 9 次助
攻。在上一场表现出色的替

补球员范弗利特本场依旧成
为奇兵，他全场投中 7个三分
球，为猛龙贡献 21分。此外，
后卫洛瑞17分，前锋西亚卡姆
14 分。“这场胜利真是来之不
易。”猛龙队主帅纳斯赛后说。

本场比赛雄鹿开局以 18:
4 领先，但猛龙队在第二节掀
起一波进攻狂潮将比分追至
34:34，随后战况陷入胶着，比
分交替上升。在关键的第四
节，伦纳德单节攻下 15分，帮

助猛龙占据了场上优势。而
在最后时刻雄鹿队也连续犯
错，最终在主场饮恨。此战雄
鹿核心安特托昆博24分，布莱
索20分，布罗格登18分。

双方第六场比赛将于 25
日在多伦多进行，如果猛龙能
在主场拿下对手，将是球队史
上第一次进军总决赛，他们也
将有机会同卫冕冠军金州勇
士队一决高下。

新华

猛龙赢下“天王山”总比分3:2领先雄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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