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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奥运冠军姜冉馨

沈奕瑶夺女子10米气手枪冠军
晨报记者 孙俊毅

9月 13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21106 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2、13、14、32、34，后区开出号码
02、12。
本期一等奖空开。据统计，

体彩大乐透上一次出现头奖空
开是在今年 3 月 29 日开奖的第
21034 期。
进入 9 月份以来，体彩大乐

透已累计中出 26 注一等奖。其
中，单期最多一次中出 13 注，最
少中出过 1注。
4日开奖的第 21102 期中出

13注一等奖。其中，5注为 1354
万元（含 601 万余元追加奖金）
追加投注一等奖，分落广东（4
注）、河南；8 注为 752 万余元基
本投注一等奖，分落河南（6
注）、福建、云南。
本期二等奖开出 97 注，每

注奖金 14.95 万余元；其中 24 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11.96 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 26.92 万元。
上海本期诞生 4 注二等奖，

出自闵行、浦东、宝山和松江，其
中闵行彩民采用了追加投注，擒
获奖金 26.92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本期江苏

苏州一位购彩者通过一张经
10 倍投的、20 元投入的单式倍
投票，中出 10 注 14.95 万余元
二等奖，单票收获奖金 149 万
余元。
据统计，奖池方面，本期开奖

结束后，11.49 亿元滚存至 9 月
15 日（周三）开奖的第 21107
期。

公益体彩

大乐透一等奖近半年首次空缺

苏州单票
擒二等奖14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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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在陕西西安举行的第十
四届全国运动会女子10米气手枪比
赛中，上海队包揽冠亚军，首次参加
全运会的小将沈奕瑶后程发力，逆转
奥运冠军姜冉馨夺得金牌。姜冉馨取
得银牌，浙江队的卢恺曼收获铜牌。
女子 10 米气手枪高手云集，

其中姜冉馨、郭文珺、张梦雪都曾获
得过奥运会金牌，竞争十分激烈。
在资格赛中，沈奕瑶发挥正常

打出了 576 环，以资格赛第六的
成绩晋级决赛。而两位奥运冠军
郭文珺和张梦雪双双出局，无缘奖
牌争夺。
按照 10 米气手枪决赛规则，

10 发子弹打完之后进入淘汰赛阶

段，随后每两发淘汰一位选手，直至
决出冠军。在不需要加赛的情况下，
冠亚军选手总共射击 24 发。如果
中间出现平环，平环的选手进行单
发决赛，分出胜负。
决赛中，沈奕瑶从第五轮开始

一路领跑，最后几枪都在10环
以上，最终以 241.9 环夺冠。
姜冉馨以239.6环拿下银牌。
“进了决赛反而没那么紧张

了，自己专注去做好每一个动作，盯
住去打就好了。”赛后，沈奕瑶坦言自
己在资格赛中心态还有些紧张，进入
决赛后逐渐找回状态。对于未来，她
充满期待：“肯定不能原地踏步，希望
未来能站到世界舞台上去。”
面对队友的优异表现，姜冉馨

也表示了肯定，“今天在场上沈奕
瑶比我处理得更好一些，恭喜她夺
得金牌。”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姜
冉馨表示：“自己需要再锻炼，再磨
炼心态。”
赛后，上海射击队女子手枪组

主教练王莹对两位弟子给予了肯
定：“两个人表现得都不
错，沈奕瑶第一次参加
这样的大型赛事，一开
始有些紧张，随后逐渐
进入状态，姜冉馨在奥

运会后转战全运会，
还能有这样的状态和
成绩，表现得也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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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组委会
14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共有
12000 余名运动员参加本届全运
会决赛阶段赛事，组委会扎实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狠抓赛风赛纪和反
兴奋剂工作，认真落实各项防范措
施，努力确保举办一届健康、干净、
安全的运动会。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

介绍，本届全运会共设 54 个大
项、595 个小项，其中竞技比赛项

目设 35 个大项、410 个小项，群
众比赛项目设 19 个大项、185 个
小项。
本届全运会既有 31 个省（区、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火车头体
协、煤矿体协、前卫体协、香港和澳
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也有北京体
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俱乐部等参
赛单位，还有以个人身份参赛的运
动员。
陕西省副省长、十四运会组委

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方光华表示，陕
西在筹办工作中聚焦全民全运、智

慧全运、绿色全运、人文全运、廉洁
全运，努力做到全民参与、智慧赋
能、绿色引领、人文底蕴、廉洁办会
五个“突出”。
陕西 13 个市区承办绝大多数

竞技项目比赛，帆船、皮划艇激流回
旋、冲浪、霹雳舞、击剑、场地自行车
等项目被安排在浙江、山东、四川、
海南、江苏、天津、河南 7 个省市
举办。
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办，大

部分东京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将出现
在本届全运会赛场。本届全运会是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举办的首个国内
重大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北京冬
奥会前我国举办的规格和水平最高
的体育赛事。有关部门紧绷疫情防
控这根弦，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
针对近期福建省出现的疫情，

十四运会疫情防控专家组认为，此
次疫情对十四运会如期安全顺利举
办影响较低。
反兴奋剂工作方面，200 余名

兴奋剂检查官参与全运会工作，实
施非常严格的兴奋剂检查。

超 1122000000名运动员参加十四运会决赛阶段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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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介绍到满意为止
规范经营 24年老牌婚介
旅游交友相亲活动

地址共和新路1209号8号楼511室

绿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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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收旧书
画银元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玉
器佛像.香炉.印章.砚台.
旧扇子竹木牙雕 . 古纸
币 .旧箱子像章 .小人书 .
旧旗袍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13564330778

物资回收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 ,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号（近肇家浜路）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物 资回收

美丽女 43岁未婚自营公司多年独居市区 3/2
房渴望如父如兄般关爱我的人出现诚觅年长

稳 重 体 健 有 缘 男 士 牵 手 13524180951
师范学院女教师退休 77 岁丧偶未育肤白显
年轻独居淮海路 3/2 房虽富有但孤独急寻90
岁 内 健 康 男 士 共 度 晚 年 13524180951
平凡的我寻平凡的上海本地女 54 岁丧偶肤
白漂亮有二套房会烧一手好菜急寻年长的

踏实男士真心过日子的男士 13524180951

圆 缘 苑 青
鸟
成功率高

注册号：31010101000389495

知 名

地址：黄浦区云南南路180号508室淮云大厦(王老师)

C5099 可家访住徐汇洋房党员外科医生退
休女 77 岁丧偶未育继承家族企业雄厚资
产和多套房寻 91 岁内男 (女付 )63337606
C5100 寻老伴大学教授女 71 岁丧偶未育肤白显
年轻明理易相处独居淮海路洋房徐汇黄浦都有

房爱看书听音乐急寻 87 岁内男（女付)53833358
C5101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银行女主管 57
岁丧偶未育肤白气质佳市区有多套房急寻

年长的感情专一体健男士(女付 )63337606
C5102只求平凡不求富贵女 51岁未婚
肤白文静幼儿老师工作独居 5/2 厅房
急寻会持家心善男士 （女付)53833358
C5103 诚觅实在厚道贴心伴无房可上门速婚事
业单位退休女 61 岁未婚易相处有多房无亲人
会关心互尊互爱不限费用我来 (女付 )6333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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