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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第20115期：
01 09 18 19 23 01 09
20选5第20268期：
01 03 06 08 11
排列5第20267期：
6 2 5 8 1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3D第2020268期：0 8 7
6+1第2020116期：7 0 1 2 7 9 猪
七乐彩第2020116期：
02 04 05 09 10 14 30 01
15选5第2020268期：
01 06 10 14 15
快乐8第2020020期：
03 06 09 11 16 37 39 40 41 48
49 51 52 55 56 57 58 61 70 78

福彩开奖信息

本报讯（记者 戴斌）记者从宁
波市棋类协会获悉：11月14日在
河北省秦皇岛市结束的2020年全
国象棋团体锦标赛上，我市15岁小
将徐昱俊科获得团体第五名，根据
规程，他获得了晋升运动健将、成为
象棋国家大师的资格。

徐昱俊科由此成为宁波第三个
男子象棋国家大师，此前我市两位
男子象棋国家大师是邱东和谢丹
枫。徐昱俊科正是谢丹枫的得意弟
子，自2016年以来在谢丹枫的指点
下棋艺迅速提升。

目前就读于宁波二中的徐昱俊

科是我市中国象棋项目的青少年优
秀选手之一，近年来在宁波市象棋
甲级联赛、浙江省智力运动会和全
国象棋个人锦标赛上都有不错的表
现。

2017年，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
浙江赛区宁波市预选赛上，徐昱俊
科是男子少年组冠军，当年他还入
选了宁波市队备战省体育大会等赛
事的名单。2018年浙江省智运会
象棋比赛中，宁波队发挥神勇，夺得
11枚金牌中的9枚，其中的少年组
男子个人赛，徐昱俊科获得亚军。

去年，徐昱俊科参加了全国象
棋个人锦标赛，在乙组比赛中成绩
不俗，成为36名新晋全国个人赛
甲级选手行列的棋手之一。今年
他又代表杭州智力运动学校参加
了全国象棋甲级联赛预选赛。此
次在全国象棋团体锦标赛上，他与
世界冠军洪智、汪洋等名将携手作
战，最终获得团体第五名。根据竞
赛规程和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象
棋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徐昱俊
科凭借全国团体第五名的成绩，获
得了申报国家级运动健将（象棋国
家大师）的资格。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俞
学丰）迎亚运·浙江省全民健身五
人制足球嘉年华暨2020年浙江省
五人制足球冠军联赛总决赛，15日
在诸暨体育中心落下帷幕。比赛
中，宁波海曙好美秋千队以7:3战
胜舟山和粒粮油队，夺得冠军奖
杯。海曙好美秋千队吕家亮在决赛
中打入5球并完成两记助攻，以16
球荣获赛事最佳射手。

这也是宁波足球队伍连续第三
年夺得省五冠联赛冠军，此前宁波优
翔国贸队在前年和去年两度称雄。

海曙好美秋千队是今年第十八
届“宁波晚报杯”五人制足球赛成人
组冠军，凭借这项成绩，该队直接晋
级省五冠总决赛。最终在省赛中继
续一路高歌，以全胜战绩首次登上
冠军领奖台。

海曙好美秋千队以首发足球俱
乐部的教练为班底，队内还有吕家
亮等强援。而首发俱乐部的前身是
十年前参加“晚报杯”足球赛的“70
年代”队。“十年前我和同事一起组
建了‘宁波70年代足球会’，因为大
部分成员都是70后，所以起了这个

名字。组建后就开始参加‘晚报
杯’，今年终于获得了冠军。”该队领
队乐建承笑称，这次在省五冠联赛
总决赛上，战胜了各地业余强队，

“没有给宁波人丢脸”。
作为省体育局、省足协共同打

造的精品赛事，浙江省五人制冠军
联赛是浙江业余足球最高水平赛事
之一。参赛队伍经过层层选拔，在
市级海选、地区海选、大区海选基础
上，地区冠军、各大区晋级队加上东
道主和上届卫冕冠军共25支队伍
相聚西施故里诸暨，向总冠军发起
最后冲刺。

我市有宁波优翔国贸、七度领
辉商贸、宁波虎牌石油、海曙好美秋
千、宁波鄞州新城5支队伍参加本
次总决赛。小组赛上，5支宁波球
队全部出线，但是通过淘汰赛后，只
有海曙好美秋千队闯入四强。半决
赛上，海曙好美秋千队以6:4战胜
杭州T60队，进入决赛。最后在与
舟山队之间的冠军争夺战中，海曙
好美秋千队以7:3大比分获得胜
利，帮助宁波足球在省五冠联赛中
实现了三连冠。

今年“宁波晚报杯”成人组冠军
问鼎省五人制冠军联赛

15岁徐昱俊科成为
宁波第三个男子象棋国家大师

象棋少年徐昱俊科
经过激烈角逐，历时近两个月

的“我为宁波好物代言”首届甬上
网红主播大赛落下帷幕。经过最
终评选，王一歌获冠军，华芳玉和
李凌云获亚军，竺亚红、徐香菊和
吴月获季军，玥玥、李亚萍、陆孟志
和曾玉娇获优胜奖。13 日，在
2020甬上·宁波晚报粉丝节晚会
上，晋级此次大赛决赛的10位选
手和粉丝见面。

从初赛到复赛、决赛，选手们
从一开始的青涩，到总决赛的游刃
有余，在摸索中成长，如今已是可
以独当一面的“主播”。

“初赛时看到那么多优秀的对
手，我就把这场比赛当作一次人生
经历，没想到能够一路走到十强，
还获得了一等奖。这一切都离不
开家人和朋友的鼓励，给我的直播
打call，令我很感动。”夺得桂冠的
王一歌是宁海姑娘，就读于浙江工
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国贸专业，从今
年年初开始，尝试直播带货，为家
乡宁海代言麻糍、番薯面、烧酒等
土特产，成了当地的“小网红”。
2020年 9月，她和同学一起参加
农信杯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
意大赛，闯入40强。这次报名参
加甬上网红主播大赛，一路闯关，
最终摘取冠军，“我的销售手段就
是抓住卖点，换位思考，以消费者
的心态展示产品的价值。”在决赛
现场，“它来了，它来了，可可爱爱
的真丝眼罩……”19岁的王一歌
声音甜美，一出场就强力圈粉。

亚军华芳玉是一名职场新人，
毕业于宁波工程学院，爱好舞蹈、
主持、羽毛球。2016年参加宁波
市首届企业主持人大赛，获得“最
佳展示奖”；2017年入围“海丝代
言人”总决赛，近年来主持多场公
司开业、年会、会议等活动，目前是
一名兼职商业主持人。

李凌云是新宁波人，从事销售
行业，已有7年职场经历，唱歌、主
持、表演样样拿手。疫情期间，她
开始了直播生涯，在抖音上进行才
艺表演。她艺高胆大，决赛之夜，
李凌云选择了乳胶床垫、德国进口
鹅绒被等高价货出战，凭借丰富的
销售经验以及对各款产品性能特
点的充分了解，赢得粉丝齐刷刷下
单，成为首个5分钟就售出商品过
万元的选手。

11日10日的博洋之夜决赛场
上，晋级的10位选手各出必杀技，
同场大PK。晚上7：30到8：30，短
短一小时的直播，10个直播间总销
售额达710096元，令业内人士刮目
相看。“他们真的挺专业，昨天就来
店里专门咨询每件货品的卖点，下
了很多功夫！”博洋家纺东部新城店
店长程月慧忍不住为选手们点赞。

这次大赛还设立了网络人气
奖，排名前九的为王一歌、吴佰漾、
吴月、曾玉娇、谢佳崎、李亚萍、舒
欢欢、霍怡然、任方琦，王一歌勇夺
大赛和人气双料冠军。

记者 谢昭艳
实习生 王悦 蒋韵茹

“它来了，它来了，
可可爱爱的真丝眼罩……”
首届甬上网红主播大赛
19岁女大学生王一歌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