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记者 俞 炯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西乙第 28
轮两场焦点战中，领头羊马略卡和本
轮之前排名第三的阿尔梅里亚双双获
胜。这样的结果也让中国球员武磊所
在的西班牙人被挤出了积分榜前两
名。
西班牙人本轮的比赛在上周六进

行，结果他们在开场就先进一球，但第
38分钟后卫大卫·洛佩斯被红牌罚
下，最终西班牙人主场被西乙联赛中
游球队皇家奥维耶多 1∶1 逼平。这场
比赛，西班牙人的头号射手德托马斯

伤愈复出，武磊继续在替补席待命。下
半场，西班牙人主帅莫雷诺第一次对
锋线上进行调整，派上的是比利时中
锋迪马塔。武磊直到伤停补时第一分
钟才替换德托马斯，只获得了极短的
比赛时间。
西班牙人曾经是本赛季西乙的半

程冠军，但进入 2021 年的下半赛季
开始，主教练莫雷诺的战术已经被对
手熟知，球队的表现也是大不如前，近
7轮战绩只有 2胜 3平 2负。本轮未
能借主场之利拿下实力不强的皇家奥
维耶多，两连平的西班牙人不但比领
头羊马略卡少了 6 分，还被阿尔梅里

亚反超了 1 分，在积分榜上的排名下
滑到了第三的位置。

根据规则，西乙的赛季前两名将
直接获得下赛季西甲的资格，第三到
第六名要进行附加赛来决定最后一
个升级名额。显然，上赛季从西甲降
级的西班牙人，他们志在本赛季就要
重回西甲，目前这个排名是不能接受
的。
西班牙人下一轮的比赛是北京时

间本周日凌晨，客场对阵积分榜第八
名的米兰德斯。而对于武磊来说，还是
需要等待主教练莫雷诺给机会。就像
他之前说的，球队一直在赢球的话，不

可能会对阵容做什么改变。但如今西
班牙人已经连续两场不胜，排名也不
理想，也许球队会做一些变化，武磊可
能会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
此外，国足将于本月中旬在上海

进行集训，备战 6 月初的世界杯预选
赛亚洲区 40 强赛最后四场比赛。武
磊将不会回国参加集训，而是继续跟
随西班牙人征战西乙。

不过本赛季西乙要一直进行到 5
月 30 日，如果还是目前的入境防疫
隔离规定的话，武磊将不得不更早回
国。这就很有可能会错过西班牙人从
5月中旬开始的最后四轮西乙联赛。

体彩财富类主题即开票 “翻
倍赢家”陆续上市

奖金最高翻 100倍
晨报记者 孙俊毅

记者获悉，在初春之际，体彩
财富类主题即开票“翻倍赢家”
陆续在全国体彩实体店上市。
“翻倍赢家”系列即开票共

有 3款面值，每款面值分别有不
同的颜色，5 元面值的青莲紫高
贵、神秘；10元面值的激光蓝时
尚、深邃；20元的石榴红激情、热
烈。

票面主元素分别是“20×”
“50×”“100×”，与 3 款面值各
自游戏奖金的最高翻倍数相呼
应，数字加乘号的视觉呈现让人
瞬间就有奖金“翻倍”的感觉，
而 3D立体式设计，则让人产生
好运和财富呼之欲出的联想。除
此之外，通吃区背后的金黄色
“×”充分调动起了每个人的好
奇心，令人浮想联翩，看见就有
刮开它的冲动。
三款面值的“翻倍赢家”即

开票头奖设置丰厚，中奖机会多。
找翻倍符号 + 通吃的玩法简单
易理解，让新购彩者易于上手，而
中奖金额有翻倍的机会，又让新
老购彩者感觉刺激、好玩。

5元面值的“翻倍赢家”共
有 8 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 20
万元。具体游戏规则为：刮开覆
盖膜，如果出现倍数标志“1
倍”、“2 倍”、“5 倍 ”、“10
倍”、“20 倍”，即中得该标志下
方所示的金额乘以该倍数；如果
在通吃区出现赢标志“赢”，即
中得刮开区内所示的 8 个金额
之和。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10元面值的“翻倍赢家”共

有 10 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 50
万元。具体游戏规则为：刮开覆
盖膜，如果出现倍数标志“1
倍”、“2倍”、“5倍”、“10倍”、
“20 倍”、“50 倍”，即中得该标
志下方所示的金额乘以该倍数；
如果在通吃区出现赢标志“赢”，
即中得刮开区内所示的 10 个金
额之和。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20元面值的“翻倍赢家”共

有 20 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
100万元。具体游戏规则为：刮开
覆盖膜，如果出现倍数标志“1
倍”、“2 倍”、“5 倍 ”、“10
倍”、“20 倍”、“50 倍”、“100
倍”，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
金额乘以该倍数；如果在通吃区
出现赢标志“赢”，即中得刮开
区内所示的 20 个金额之和。中
奖奖金兼中兼得。
从 2元的“太空寻宝”到 10

元的“绿翡翠”再到 20 元的“点
石成金”“20 倍现金”……体彩
财富类主题即开票一直深受购
彩者的喜爱。

此次“翻倍赢家”系列主题
票除了常规刮开区，还设置了可
以赢取票面显示奖金之和的“通
吃区”，给人一种通吃全部财富
的畅快淋漓的游戏感受，为购彩
者带来强烈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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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王 嫣

张虹，2014 索契冬奥会 1000 米
速度滑冰金牌获得者，如今她是北京
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国际奥
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国际奥委会
运动员陪同委员会委员、2024 青奥会
主席、2024 江原道冬青奥会协调委员
会主席、国际奥委会组建奥运举办地
委员会委员、中国奥委会执委、世界反
兴奋剂机构WADA 理事会成员、国
际奥林匹克选手协会执委、哈工大体
育系副教授……

2018年冬奥会后，张虹结束了运
动员生涯，进入国际奥委会任职。“开
始什么都不懂，从国际交流礼仪、从吃
饭开始学，学英语……除了睡觉，95%
的时间都在这里面。我是从非常初级
的状态进入到国际组织，代表运动员
发声，要了解这个事情的所有程序，才
能发出有力的声音。2018 年因为伤病
我退出了，我觉得这是另一种可以实
现我奥林匹克梦想的机会。”工作一
多，副作用便是“不专注”。“以前做
运动员，每天只要想一件事，但现在每
天要想 7件事，觉得时间不够用。不
过我也挺高兴，突破舒适区可以促使
我进步，所以我也是想要付出 100%
的精力和努力把它完成好。”

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 8
年的任期 3年已过，张虹欣慰自己一
步一步有了今天的进步，“我不仅是
中国运动员，我还是亚洲唯一一个冰
上项目的委员，我的声音很重要。有机
会的话，我希望能传递给世界更多中
国的声音，能让之后奥林匹克的进步
和发展有一点点我的贡献。”

眼下，张虹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当
然是筹备北京冬奥会。“从 2016 南京
青奥会、2018平昌冬奥会、再到东京
奥运会、北京冬奥会，还有 2024 江原
道冬青奥会，我们怎么借这样的机会，

在亚洲传递奥林匹克精神，让世界更
了解亚洲、更了解中国、更了解北京。
北京冬奥会期间又正逢春节，怎么样
让世界各地的官员、运动员来感受中
国的春节文化，北京的当地文化，这都
是我们需要思考和准备的。”

谈到北京冬奥会的准备工作，张
虹自豪地介绍，“我们的筹备，每一步
做的都是超标准的：场馆建设、交通抵
离、特许商品售卖……处处都体现了
绿色冬奥、科技冬奥的理念。所以，我
认为北京不仅是全世界唯一举办夏奥

会和冬奥会的城市，也是全世界举办
过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城市的代表。”

在张虹的诸多身份之外，她还是
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旗下“虹基
金”的发起者，并担任萨马兰奇·亚瑟
士向阳基金向阳大使。她说，不论是哪
个身份，其实都在做体育教育，“包括
我的博士，读的也是体育教育，希望能
把奥林匹克精神传递给青少年。”

张虹说，她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
跟金牌无关。“作为速度滑冰运动员，
冰刀位置一根头发丝的差别我都能感
受到，但 2018 冬奥会前，膝盖的伤病
让我右膝以下都是没知觉的，发力就
摔，右脚被左脚的冰刀划过很多道口
子。”张虹说，那段时间她每天早上第
一件事就是蹲一下，期待膝盖不要那
么疼，她就能多练一点。但愿望从来没
有成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站在冬
奥会的赛场上，虽然所有项目没有一
个进入前 8 名，但我很高兴，我战胜
了我自己。”

张虹说，从小教练就说她 “心
大”，比赛进不了前 10 也还乐呵呵
的。“速度滑冰不像短道，没有摔一片
让你拿冠军的偶然性，我每天就跟自
己比。在第 11 名的时候，我就看着
5-15 名的人，我不会去看第一名。包
括身体训练，我感到腹肌的酸痛，我就
知道我进步了，我就很高兴。”

现在的张虹，希望把这样的自信、
这样的坚韧，也包括冠军的争胜心传
递给年轻一代的运动员和所有热爱运
动的青少年。“体育会教给你两件事：
一是战胜自己，二是设立目标。从小目
标到大目标，要学会用这样的方式来
督促自己。”
说到年轻一代，张虹当然知道他

们“普遍没有那么能吃苦了”，但她也
用一个更与时俱进的观念去看待这样
的现象。“在我之前的运动员，能吃苦，
但练得不太科学；现在的孩子们面临的
是更多的科学训练。之前练3小时，现
在练1小时就够了。依靠先进的设备、
找对了方法，还能预防伤病、延长运动
寿命。现在国家队就有很多高科技的
仪器，一些年轻运动员很快地接受了，
因为他们觉得这东西很新鲜，也能够
给他们的运动表现提供帮助。但老运动
员依然倾向于之前的训练方式，因为
他们习惯，且已经用那个训练方式拿
到成绩了，所以他们很难改变观念。但
这就是发展趋势，现在的运动员需要接
受时代的变革和科技的进步。”

从冰场到“官场”，用教育看体育
冬奥冠军张虹“多重身份”下的声音和思考

●

连续两轮不胜，西班牙人跌出升级直升区

球队需要有变化 武磊或将获得更多出场时间

张虹表示，希望能传递给世界更多中国的声音。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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