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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超联赛积分榜 陕超联赛射手榜 陕超联赛第八轮赛事预告

本组稿件均由孙红梅本报记者 刘鸿斌整理

■陕西体彩

关于中国体育彩票部分游戏
可跨省级行政区域兑奖的公告

北京时间11月3日，陕超联赛第七轮分别在延安、榆林、铜川、汉中、杨凌五个赛区同时打响，与同时间段进行的中乙联赛相比，陕超联赛
精彩程度不遑多让。积分榜排名第一、第二的两支队伍榆林草根和西安南之秦，在本轮比赛中上演高手过招、强强对决，榆林火热的主场气氛
更是点燃了整个赛场，最终坐镇主场的榆林草根以3：1力克西安南之秦，继续领跑积分榜。射手榜方面，宝鸡老码头史睿以7粒进球稳坐榜首。
11月10日，陕超联赛将展开第八轮的争夺，榆林草根继续主场作战积分相同的宝鸡老码头，这一战又将是积分榜第一二名的争夺。

10月24日至11月20日，前往各大体育彩
票销售网点，购买面值 50元的“巅峰对决”即
开票，单张彩票刮中 600元或 160元，通过自
助兑奖方式（体彩APP、支付宝、手淘、微信），
可额外获得等值的即开票代金券；刮出顶呱
刮标志 ，还可额外获得 8克金条 1根。
凭中奖票至当地体彩销售网点联系领奖事宜
（金条领取时间为10月24日至12月7日）。

10月24日至11月20日，购买并单张中得5
元“五禽戏”、10元“全民健身日”和“爱跑”即开
票50元中奖奖金的购彩者，凭中奖彩票在体育
彩票销售网点兑奖后还可额外获得50元即开型
体育彩票。

购买五禽戏（5元）、全民健身日（10元）、爱
跑（10元）和巅峰对决（50元）中任意一款即开型
体育彩票，使用手机，通过中国体育彩票APP扫
描即开票上的活动二维码，即可随时随地观看
相关教学视频，获取科学运动及健身知识。

陕西群众足球赛事——陕超资讯全民健身系列票
联合促销活动

为提升彩票购买者的兑奖便利性，根据
《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财综〔2012〕102
号)，现决定自2018年11月1日起，中国体育
彩票超级大乐透、7星彩、传统足彩和竞彩游
戏单注奖金在1万元及以下的中奖彩票，在
兑奖有效期内可跨省级行政区域进行兑奖。
具体规则如下：

一、游戏可兑奖区域
（一）超级大乐透、传统足彩、竞彩游戏单

注奖金在1万元及以下的中奖彩票，可在全
国区域内体彩销售网点等兑奖服务渠道进行
兑奖。

（二）7星彩单注奖金在1万元及以下的
中奖彩票，可在除江苏省、浙江省外的其它省
级区域内体彩销售网点等兑奖服务渠道进行
兑奖。

（三）上述游戏单注奖金超过1万元的中
奖彩票，须在购票所在省级区域内的指定兑
奖服务渠道进行兑奖。

二、具体兑奖地点请查询当地兑奖信息
公告。

三、涉及下列情况的，不支持跨省级行政
区域兑奖：

（一）按游戏规则包含退票款的中奖彩
票。

（二）票面信息异常及受损、玷污的彩票。
四、其它事项
（一）跨省级行政区域兑奖时，不予兑付

中奖彩票中得的购票所在地体彩机构颁发的

促销活动奖项。
（二）跨省级行政区域兑奖时，中奖彩票

不能参与兑奖所在地体彩机构组织的任何促
销活动。

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属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

特此公告。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1月1日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是否
扩军到48支球队，明年3月将最
终决定。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近日表示，即便2022年卡塔尔世
界杯扩大到48支球队，也必须在
28天内完成比赛。

日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
诺在造访亚足联时旧话重提，建
议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提前实
现扩军到 48队。一旦因凡蒂诺
这个想法付诸实施，对亚洲足球
的整体利益当然有利。但摆在卡
塔尔眼前的现实困难太多。卡塔
尔世界杯将在2022年的11月21
日至12月18日举行。如果扩容，
届时一天内需要进行 6场比赛，

才能适应总共 80场比赛的赛程
安排，28天的时间对于密集的赛
程来说非常紧迫。欧洲各大球队
强烈表示，国际足联不能再从他
们2022年11月的日程中抽走更
多的时间，因为那时他们刚结束
赛季不久，尚需时日恢复到最佳
状态。因凡蒂诺认为，卡塔尔无
法单独主办一届 48支球队的世
界杯赛事，但它与邻国共同承办
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不过，一切都还没有定数。
对于是否将参赛队伍从 32支扩
大到48支，国际足联将在明年3
月宣布最终决定。

本报记者薛卫斌

本报讯（记者夏明勤）近日，
全国知名杂志《红豆》2017—2018
双年度奖公布，陕西作家杜文娟
的长篇小说《红雪莲》名列其中。
这是该作继国家电网系统职工文
学评比第一名，陕西五一文艺奖
之后获得的第三个奖项。

《红雪莲》为中国作协 2014
年重点扶持作品，陕西省委宣传
部重点扶持作品。38万字的长篇
小说《红雪莲》历经作者 10年走
访，4年创作完成。《红豆》2017年5
期全文发表，《芳草》2017年3期节
选8万字，《中华文学选刊》2017年
7期转载后记。中文单行本合同
已签，藏文版翻译完毕，陕西人民
广播电台小说连播正在录制中。

小说描述了西藏和平解放
60多年来，四代内地人在青藏高
原的工作生活情感，与藏民族藏
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红豆》卷首
语这样表述：《红雪莲》称得上是
一部60年援藏史，一部汉藏友谊
史，也是一部人性之书、悲悯之
书、命运之书，更是一部浪漫主义
与现实主义兼具的长篇力作。小
说发表时，得到了著名评论家及
作家李敬泽、阿来、刘醒龙、贾平
凹等大家的联袂推荐。发表之
后，邱华栋、王春林、李云雷、陈华
文等国内一线评论家纷纷撰文，
给予褒扬和评介，认为这是一部
描写重大历史题材，有责任有担
当的现实主义长篇力作。

2018年中超冠军随着第29
轮联赛的落幕，横空出世。上海
上港在主场以 2：1战胜北京人
和，打破了广州恒大连续7个赛
季对中超冠军的垄断，提前一轮
夺得 2018年中超联赛冠军，他
们也成为中超历史上第 7支冠
军球队，国内顶级联赛第8支夺
冠球队（含甲A）。而北京中赫
国安队在主场 3：1击败上海申
花之后，时隔3个赛季重获亚冠
入场券。

上轮做客广州拿下与恒大
的那场天王山之战后，上港仅需
在与人和的比赛中拿下 1分即
可提前问鼎中超冠军。结果，以

全主力出战的上港没有让到场
的球迷失望，他们在战胜人和之
后，首度在国内顶级职业联赛加
冕。能够打破恒大对中超冠军
连续7个赛季的垄断，上港这个
赛季的夺冠意义非同寻常。这
个结果在宣告恒大王朝落幕的
同时，也标志着以武磊、颜骏凌、
蔡惠康等国内精英为代表的90
后，正在取代以郑智、冯潇霆为
代表的 80后球员，成为未来相
当长一段时间中超的主角。尽
管联赛只剩下一轮，但武磊昨晚
打进第 27球后，刷新了由李金
羽保持的国内顶级联赛本土球
员单赛季进球纪录，也锁定了

“中超金靴”，成为 11年来首位
染指该奖项的本土球员。

上港能够夺冠显然不能简
单地归结为“金元堆砌、强援拔
尖”。除了胡尔克、奥斯卡、埃尔
克森等优秀外援外，在这支球队
中，武磊、王燊超、蔡慧康、吕文
君、颜骏凌等本土球员也是夺
冠功臣。他们都是2009年上海
队夺得全运会男足甲组冠军的
主力，他们和师弟贺惯、傅欢、
张卫、陈彬彬一样，都是根宝基
地走出来的优质成品。从中乙
到升甲再到冲超，从初到中超
位列第九到五度冲击终于染指
冠军，上港由稚嫩走向成熟，他
们的加冕对名宿徐根宝育才所
秉承的“十年磨一剑”理念做了
最完美诠释。2013赛季，初登
中超的上港距离当季冠军恒大
有多达 40分的差距，而两年后
的 2015赛季，两队积分差距锐
减到2分。直到今年，上港实现
了对恒大的积分反超，尤其是
倒数第三轮客场击败恒大奠定
夺冠基础，也让这个冠军含金
量十足。

保级方面，本轮过后有4支
球队同积 32分，所以降级的悬
念还要维系到本周日最后一轮
联赛结束。

本报记者王战荣

中超巨变上港首冠
卡塔尔世界杯
即便扩军也不增天数

杜文娟长篇小说《红雪莲》连获三奖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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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超联赛积分榜 陕超联赛射手榜 陕超联赛第八轮赛事预告

本组稿件均由孙红梅本报记者 刘鸿斌整理

■陕西体彩

关于中国体育彩票部分游戏
可跨省级行政区域兑奖的公告

北京时间11月3日，陕超联赛第七轮分别在延安、榆林、铜川、汉中、杨凌五个赛区同时打响，与同时间段进行的中乙联赛相比，陕超联赛
精彩程度不遑多让。积分榜排名第一、第二的两支队伍榆林草根和西安南之秦，在本轮比赛中上演高手过招、强强对决，榆林火热的主场气氛
更是点燃了整个赛场，最终坐镇主场的榆林草根以3：1力克西安南之秦，继续领跑积分榜。射手榜方面，宝鸡老码头史睿以7粒进球稳坐榜首。
11月10日，陕超联赛将展开第八轮的争夺，榆林草根继续主场作战积分相同的宝鸡老码头，这一战又将是积分榜第一二名的争夺。

10月24日至11月20日，前往各大体育彩
票销售网点，购买面值 50元的“巅峰对决”即
开票，单张彩票刮中 600元或 160元，通过自
助兑奖方式（体彩APP、支付宝、手淘、微信），
可额外获得等值的即开票代金券；刮出顶呱
刮标志 ，还可额外获得 8克金条 1根。
凭中奖票至当地体彩销售网点联系领奖事宜
（金条领取时间为10月24日至12月7日）。

10月24日至11月20日，购买并单张中得5
元“五禽戏”、10元“全民健身日”和“爱跑”即开
票50元中奖奖金的购彩者，凭中奖彩票在体育
彩票销售网点兑奖后还可额外获得50元即开型
体育彩票。

购买五禽戏（5元）、全民健身日（10元）、爱
跑（10元）和巅峰对决（50元）中任意一款即开型
体育彩票，使用手机，通过中国体育彩票APP扫
描即开票上的活动二维码，即可随时随地观看
相关教学视频，获取科学运动及健身知识。

陕西群众足球赛事——陕超资讯全民健身系列票
联合促销活动

为提升彩票购买者的兑奖便利性，根据
《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财综〔2012〕102
号)，现决定自2018年11月1日起，中国体育
彩票超级大乐透、7星彩、传统足彩和竞彩游
戏单注奖金在1万元及以下的中奖彩票，在
兑奖有效期内可跨省级行政区域进行兑奖。
具体规则如下：

一、游戏可兑奖区域
（一）超级大乐透、传统足彩、竞彩游戏单

注奖金在1万元及以下的中奖彩票，可在全
国区域内体彩销售网点等兑奖服务渠道进行
兑奖。

（二）7星彩单注奖金在1万元及以下的
中奖彩票，可在除江苏省、浙江省外的其它省
级区域内体彩销售网点等兑奖服务渠道进行
兑奖。

（三）上述游戏单注奖金超过1万元的中
奖彩票，须在购票所在省级区域内的指定兑
奖服务渠道进行兑奖。

二、具体兑奖地点请查询当地兑奖信息
公告。

三、涉及下列情况的，不支持跨省级行政
区域兑奖：

（一）按游戏规则包含退票款的中奖彩
票。

（二）票面信息异常及受损、玷污的彩票。
四、其它事项
（一）跨省级行政区域兑奖时，不予兑付

中奖彩票中得的购票所在地体彩机构颁发的

促销活动奖项。
（二）跨省级行政区域兑奖时，中奖彩票

不能参与兑奖所在地体彩机构组织的任何促
销活动。

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属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

特此公告。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1月1日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是否
扩军到48支球队，明年3月将最
终决定。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近日表示，即便2022年卡塔尔世
界杯扩大到48支球队，也必须在
28天内完成比赛。

日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
诺在造访亚足联时旧话重提，建
议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提前实
现扩军到 48队。一旦因凡蒂诺
这个想法付诸实施，对亚洲足球
的整体利益当然有利。但摆在卡
塔尔眼前的现实困难太多。卡塔
尔世界杯将在2022年的11月21
日至12月18日举行。如果扩容，
届时一天内需要进行 6场比赛，

才能适应总共 80场比赛的赛程
安排，28天的时间对于密集的赛
程来说非常紧迫。欧洲各大球队
强烈表示，国际足联不能再从他
们2022年11月的日程中抽走更
多的时间，因为那时他们刚结束
赛季不久，尚需时日恢复到最佳
状态。因凡蒂诺认为，卡塔尔无
法单独主办一届 48支球队的世
界杯赛事，但它与邻国共同承办
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不过，一切都还没有定数。
对于是否将参赛队伍从 32支扩
大到48支，国际足联将在明年3
月宣布最终决定。

本报记者薛卫斌

本报讯（记者夏明勤）近日，
全国知名杂志《红豆》2017—2018
双年度奖公布，陕西作家杜文娟
的长篇小说《红雪莲》名列其中。
这是该作继国家电网系统职工文
学评比第一名，陕西五一文艺奖
之后获得的第三个奖项。

《红雪莲》为中国作协 2014
年重点扶持作品，陕西省委宣传
部重点扶持作品。38万字的长篇
小说《红雪莲》历经作者 10年走
访，4年创作完成。《红豆》2017年5
期全文发表，《芳草》2017年3期节
选8万字，《中华文学选刊》2017年
7期转载后记。中文单行本合同
已签，藏文版翻译完毕，陕西人民
广播电台小说连播正在录制中。

小说描述了西藏和平解放
60多年来，四代内地人在青藏高
原的工作生活情感，与藏民族藏
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红豆》卷首
语这样表述：《红雪莲》称得上是
一部60年援藏史，一部汉藏友谊
史，也是一部人性之书、悲悯之
书、命运之书，更是一部浪漫主义
与现实主义兼具的长篇力作。小
说发表时，得到了著名评论家及
作家李敬泽、阿来、刘醒龙、贾平
凹等大家的联袂推荐。发表之
后，邱华栋、王春林、李云雷、陈华
文等国内一线评论家纷纷撰文，
给予褒扬和评介，认为这是一部
描写重大历史题材，有责任有担
当的现实主义长篇力作。

2018年中超冠军随着第29
轮联赛的落幕，横空出世。上海
上港在主场以 2：1战胜北京人
和，打破了广州恒大连续7个赛
季对中超冠军的垄断，提前一轮
夺得 2018年中超联赛冠军，他
们也成为中超历史上第 7支冠
军球队，国内顶级联赛第8支夺
冠球队（含甲A）。而北京中赫
国安队在主场 3：1击败上海申
花之后，时隔3个赛季重获亚冠
入场券。

上轮做客广州拿下与恒大
的那场天王山之战后，上港仅需
在与人和的比赛中拿下 1分即
可提前问鼎中超冠军。结果，以

全主力出战的上港没有让到场
的球迷失望，他们在战胜人和之
后，首度在国内顶级职业联赛加
冕。能够打破恒大对中超冠军
连续7个赛季的垄断，上港这个
赛季的夺冠意义非同寻常。这
个结果在宣告恒大王朝落幕的
同时，也标志着以武磊、颜骏凌、
蔡惠康等国内精英为代表的90
后，正在取代以郑智、冯潇霆为
代表的 80后球员，成为未来相
当长一段时间中超的主角。尽
管联赛只剩下一轮，但武磊昨晚
打进第 27球后，刷新了由李金
羽保持的国内顶级联赛本土球
员单赛季进球纪录，也锁定了

“中超金靴”，成为 11年来首位
染指该奖项的本土球员。

上港能够夺冠显然不能简
单地归结为“金元堆砌、强援拔
尖”。除了胡尔克、奥斯卡、埃尔
克森等优秀外援外，在这支球队
中，武磊、王燊超、蔡慧康、吕文
君、颜骏凌等本土球员也是夺
冠功臣。他们都是2009年上海
队夺得全运会男足甲组冠军的
主力，他们和师弟贺惯、傅欢、
张卫、陈彬彬一样，都是根宝基
地走出来的优质成品。从中乙
到升甲再到冲超，从初到中超
位列第九到五度冲击终于染指
冠军，上港由稚嫩走向成熟，他
们的加冕对名宿徐根宝育才所
秉承的“十年磨一剑”理念做了
最完美诠释。2013赛季，初登
中超的上港距离当季冠军恒大
有多达 40分的差距，而两年后
的 2015赛季，两队积分差距锐
减到2分。直到今年，上港实现
了对恒大的积分反超，尤其是
倒数第三轮客场击败恒大奠定
夺冠基础，也让这个冠军含金
量十足。

保级方面，本轮过后有4支
球队同积 32分，所以降级的悬
念还要维系到本周日最后一轮
联赛结束。

本报记者王战荣

中超巨变上港首冠
卡塔尔世界杯
即便扩军也不增天数

杜文娟长篇小说《红雪莲》连获三奖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