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孙俊毅

晨报讯 10 月 20 日晚，体

彩大乐透第 21120 期开奖，前区

开出号码 05、10、21、25、31，后区

开出号码05、11。据统计，本期一

等奖开出 10注。其中，2注为 149

6 万元 （含 665 万余元追加奖

金）追加投注一等奖，全部出自黑

龙江；8 注为 831 万余元基本投

注一等奖，花落河南（3注）、浙江

（2注）、湖北、湖南、海南。

体彩中心的信息显示，黑龙江

中出的 2 注 1496 万元追加投注

一等奖全部出自佳木斯一体彩实

体店，中奖彩票为一张经 2倍投

的、1注号码、6元投入的单式追加

倍投票，单票收获奖金2993万元。

河南中出的 3注 831 万元基

本投注一等奖分落许昌两家体彩

实体店。其中一家体彩店中出 2

张前区 3胆 5拖 +后区 2拖的胆

拖票，单票分别擒奖 833 万元；另

一家体彩店中出的，是一张 5注

号码、10元投入的单式票。

上海本期无缘一等奖，诞生 2

注二等奖，出自嘉定区的同一个

体彩销售网点，采用了追加投注，

单注总奖金 23.64 万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

11.20 亿元滚存至 10 月 23 日

（周六）开奖的第 211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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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徐 明

近日，关于曼联主帅索尔斯

克亚下课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在下任主帅候选名单上，目前赋

闲在家的齐达内和孔蒂都榜上有

名，其中尤以齐达内呼声更高。

而此前宁愿放弃千万欧元年

薪也要离开皇马的齐达内，真的

会成为红魔主人吗？答案未必。

与曼联同时加入竞争的还有

巴黎圣日耳曼，不过，这两大豪门

都不是齐达内的终极梦想。

“齐祖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国

家队。”一名熟悉齐达内的法国记

者透露，齐达内身边的很多人都

知道，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执教法

国国家队。

欧洲杯结束之后，德尚受到巨

大舆论压力，当时很多人认为齐达

内将成为接任人选。不过，目前来

看，法国足协选择继续信任德尚，

他的帅位依然牢固，齐达内入主国

家队，至少还要等待一段时间，可

能要到明年世界杯结束之后。

即使如此，法国人目前也并

不急于作出决定。

法国媒体《队报》称，齐达内

在接手法国队之前不打算接受任

何俱乐部报价，即使有俱乐部开

出非常诱人的合同，齐祖也不为

所动。

今年 5月，齐达内与皇马主

席闹翻，放弃 1350 万欧元年薪

（折合人民币约1.05 亿元）。之后

他开始彻底享受生活。他在马德

里的乡间豪宅度过了一段悠长假

期，抱着心爱的小狗在湖边散步，

还带着妻子回到法国马赛老家，

期间受到赞助商邀请拍摄广告。

纽卡斯尔俱乐部曾向齐达内

抛出过橄榄枝，不过他明确表示

对英超不感兴趣。

现在，曼联又重新将他列为

候选对象———这不是曼联第一次

邀请齐达内，双方此前传过绯闻，

不过齐达内拒绝了红魔。

这一次，法国人同样不着急。

对于接棒，他有一套自己的哲学。

他不缺钱，执教目标不再以钱为

衡量标准。如果在曼联与巴黎圣

日耳曼之间选择，他更倾向于接

受巴黎的邀请，成为梅西和姆巴

佩的主教练———这是皇马主席不

愿意看到的。当然，如果他去曼

联，C罗会被记下一功，因为正是

后者向曼联推荐了齐达内。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

2023 年亚洲杯足球赛倒计时

600 天（10 月 24 日）将至，作为该

届亚洲杯开、闭幕式和决赛场地，北

京工人体育场进入改造复建快车道。

自去年 8 月工体改造复建启

动以来，在“传统外观、现代场馆”

原则指导下，项目推进顺利。今年 8

月，主体育场结构已完成正负零施

工，全面转入地上结构施工阶段。目

前体育场主体地上一层结构工程已

基本完成，部分看台地上二层已雏

形初显。据中赫工体副总经理、工程

负责人宋鹏介绍：“预计今年 11

月，体育场主体将全面进入地上二

层的建设阶段。”按照施工计划，整

个工体改造复建项目预计将于明年

年底竣工验收。

工体改造复建项目技术的复杂

性在于，受造型、高度和外轮廓等因

素限制，草坪被设置在地下负 11

米标高，这对场地通风、采光都是挑

战，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消防

性能化模拟、场内内部风环境和气

流组织实验、场地人流动态模拟分

析等技术手段都被运用在项目设计

中。

对标欧洲最新设计理念的看台

碗结构，是工体改造复建最大的亮

点之一。据中赫工体副总经理、设计

负责人宓宁介绍，通过提升看台坡

度、增大座椅行距和间距，观众观赛

的舒适度将得到大幅提升。东西侧

看台座椅距离球场草坪最近处只有

8.5 米，南北侧距离为 10 米，这也

将大大提升球迷现场观赛的沉浸体

验。另外，为了营造更好的加油助威

氛围，项目邀请了声学专业顾问团

队参与看台碗的设计，以确保新工

体的拢音效果。

未来，新工体将打造体育、商

业、休闲等多种业态融合的综合服

务体，在撬动北京文体产业消费升

级之余，造就北京体育文化消费的

新地标。

新华社日本北九州 10 月 21 日电

在前一天结束的第 50 届世界

体操锦标赛男子项目预赛中， 中国

选手张博恒以个人全能第二名的成

绩晋级决赛。 在参赛的 53 名选手

中， 只有他一人显示了挑战日本选

手桥本大辉、争夺全能金牌的实力。

比起东京奥运会上一战成名的

桥本大辉，张博恒名气并不大。他虽

然也入选了中国队的东京奥运集训

大名单，并且队内成绩出色，但因为

疫情原因， 他过去两年缺乏国际大

赛考验，最后与奥运无缘。 不过，在

奥运会之后的首次国际比赛中，他

终于找到了发挥的机会。

张博恒在男子项目预赛第一天

的比赛中占据领先， 桥本大辉第二

天上场，最终以 88.040 的总分超过

张博恒，以预赛第一的身份晋级。张

博恒总分为 87.897 分，与桥本大辉

的差距只有 0.143 分。 从积分上来

看，两人与其他选手拉开了档次，排

名第三的土耳其选手阿希尔总分为

84.430 分。

在 6 个单项比赛中， 张博恒在

吊环和双杠比赛中更胜一筹， 都获

得了第二名。 桥本大辉在其他四个

项目上的得分超过了张博恒， 尤其

在单杠项目中发挥出色，位居榜首。

不过，两人都有各自的短板，张博恒

在自由操上名列第 17，桥本大辉在

吊环比赛中排在第 29 位。

中国体操队领队、 国家体育总

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叶振南

认为， 桥本大辉这次比赛中动作的

难度和完成的质量都很高， 尤其在

单杠和自由操两个强项上更是发挥

出色。不过鞍马是他的弱项，在东京

奥运会和本次比赛中， 裁判对他动

作难度的认定都偏低， 尽管他进行

了申述，但并没有得到认可。

叶振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表示， 张博恒是一名比较全面的

运动员， 如果不是在单杠和自由操

中出现了一些失误， 他的总分完全

可能超过桥本大辉。 因此，在 22 日

晚的男子全能决赛中， 张博恒与占

有主场之利的桥本大辉的对决，将

非常引人注目，竞争也将非常激烈。

不过，叶振南认为，不管结果如

何，21 岁的张博恒和 20 岁的桥本

大辉， 这两位中日体操的新生代人

物， 在巴黎周期甚至未来更长时间

内， 必将在全能项目上展开激烈的

竞争。

“考虑到巴黎奥运周期团体比

赛方式会改变， 全能选手在各个队

伍里的配置可能会减少， 所以两人

的竞争会更加白热化。 ”叶振南说。

大乐透 10注一等奖花落六地

黑龙江彩民 6元击中 2993万

2023 亚洲杯倒计时 600 天将至

北京工体改造复建再加速

中日体操新生代人物：张博恒和桥本大辉

谁将成为世锦赛“全能王”？

齐达内接近
曼联帅位？

4月 3 日，时任皇家马德里队主教练齐达内在场边。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