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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开奖信息
3D 第2019238期：2 1 7
七乐彩 第2019102期：07 08 09 13 15 22 30 01
6+1 第2019102期：3 9 2 4 2 8 鸡
15选5 第2019238期：02 03 04 07 15

体彩开奖信息
大乐透第19102期：05 10 15 19 31 03 06
20选5第19238期：13 15 18 19 20
排列5第19238期：4 1 0 3 1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在当地时间1日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女
单第四轮中，赛会18号种子、中国“金花”
王蔷发挥出色，直落两盘以62、64完
胜2号种子、澳大利亚人巴蒂，职业生涯首
次闯进大满贯赛事女单八强，八强战将挑
战美国名将小威廉姆斯。

上一轮王蔷挺进女单16强已经创造
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本轮击败强敌
再次刷新了个人最佳。

王蔷此前和巴蒂的两次交手均以失败
告终，而且一盘胜利都没有拿到。这次在
美网再度相逢，王蔷稳扎稳打，完全主导了
比赛。贵为新科法网冠军，巴蒂只在首盘
开局阶段发挥正常，而随着比赛推进，王蔷
稳定的发挥让巴蒂逐渐失去耐心，失误不
断增多。在首盘第三局和第五局，巴蒂两

次被破发，很快以14陷入被动。而在第
六局王蔷的发球局中，巴蒂手握两个破发
点均没有把握住，最终以26输掉首盘。

第二盘开局王蔷延续火热手感，而
巴蒂则仍然失误不断，王蔷首局抓住机
会再次攻陷对手发球局。陷入绝境的
巴蒂随后战斗力有所提升，但状态依然
起伏不定，最终以 46 再丢一盘。全
场巴蒂9个破发点一个都没有抓住，并
且还犯下 39 次非受迫失误，而王蔷仅
有14次。

展望下一轮同小威的对决，王蔷非常
谦虚。“能交手就很好，挺希望能和小威打
比赛。能和这么优秀的运动员交手，不管
结果怎么样，都会非常开心。”

据新华社

王蔷闯入美网女单八强
创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

本报讯（记者 邹鑫）昨晚，男篮世
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首战获胜的中国队
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迎来一场关键较
量。他们的对手是同样获得首胜、实力
强劲的波兰队。非常遗憾，在末节一度
领先的情况下，中国男篮没能把握住机
会，比赛被拖入加时赛，最终中国队以
7679不敌对手。

比赛昨晚8点准时开始。没想到一
场40分钟的小组赛，因为暂停、犯规、录
像回放、加时、更换篮网等各种原因进行
了2小时40分钟。赛后，中国男篮前主教
练王非点评道：“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非
常困难，也非常不容易。大赛打到这个份
上，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意志品质和看
家本领。最后阶段犯了太多错误，这些错
误都是代价。要通过比赛去学习、提高。”

中国队本场继续派出周琦和易建联担
当“双塔”，两人开场后均是里突外投各有
5分进账，帮助中国队占得先机。首节还
剩不到3分钟，赵继伟弧顶强行出手命中
三分，中国队将优势扩大到两位数，首节以

2515领先，单节三分球6投4中。接下
来的时间里，中国队深陷犯规重围，易建联
身背三次犯规，郭艾伦直接五犯离场，至第
三节结束中国队以5457落后。

关键的第四节，赵睿投进中国队本场
第5个三分球，中国男篮实现反超。然而
最后时刻中国队因失误险些葬送比赛，双
方战成72平进入加时。加时赛双方均依
靠罚球涨分，依旧是关键时刻中国队发球
5秒违例葬送了最后扳平比分的机会，比
分最终锁定在7679，中国队败北。

此役中国男篮三人得分上双：易建联
24分8篮板，周琦10分7篮板，王哲林10
分9篮板。赛后易建联表示：“拼到这个程
度，大家都尽力了。”就比赛中出现的失误，
易建联称，“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一场比赛
结束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所有注意力集
中到下一场比赛当中。”明晚8点，中国男
篮将迎来小组最后一场比赛，对手是委内
瑞拉队。易建联认为中国队有决心拿下这
场比赛。“我们一直相信自己，一个夏天的
付出到最后，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自己。”

中国男篮3分憾负波兰队

易建联：所有注意力放在下一场

易建联（右）在比赛中上篮。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