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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平昌

夺金时刻

当结局尘埃落定，刘佳宇拿到了中国单板滑雪 U 型
场地历史上首枚冬奥会奖牌。那一刻，场上的刘佳宇开
心地笑着，场下的父亲刘宝柱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场边一个
名叫埃迪的美国人更是激动落泪。
13 日上午，韩国平昌凤凰雪上公园，代表中国队出战的哈尔
滨选手刘佳宇以 89.25 的分数获得了平昌冬奥会女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项目的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开赛后夺得的首枚奖牌，
也是
中国在冬奥会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赛后，
“父女三人”
用不同的情绪表
达着同样的激动。
一个女儿，两个爸爸，在这一刻，他们共同享受着这枚创造历史的银
牌所带给他们的喜悦。

连续 4 届夺金
速滑女王伍斯特
平昌后将退役
本报综合报道

女儿狂喜，亲爹欣慰，
干爹泪眼

刘佳宇的平昌冬奥会中国代表团首枚
奖牌来之不易
特约记者 张堃雷 韩国平昌专电

亲爹刘宝柱——为闺女的坚持点赞
这是刘宝柱第一次出国看女儿的比
赛，
第一轮时的紧张，
第二轮后的狂喜，
第三轮后的语无伦次，
这位不善言辞的
鹤岗汉子毫不掩饰自己的紧张。
“看女儿
比赛这么多次了，
这是第一次感觉心快
要跳出来了。”当女儿走出赛道的那一
刻，
父女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为了给刘佳宇加油打气，刘宝柱
11 日只身来到平昌。一瞬间，他在主
办地亲身感受到了奥运所带来的压
力，也让他在这里没有跟女儿有太多
的交流。13 日上午的决赛，是父女俩
在平昌的第二次见面。在微信里，刘

宝柱也只是和刘佳宇说过几次压力别
太大，再无其他。
为了让女儿在现场看到父亲，刘
宝柱特意从老家鹤岗带来了写着“刘
佳宇最棒”的横幅。每到女儿出场，他
就会和赛场边的啦啦队撑起条幅，为
女儿高喊加油。或许是感受到了来自
于父亲的动力，刘佳宇在比赛中异常
淡定，尤其是第一轮和第二轮，发挥极
为出色，早早锁定了一枚奖牌。场边
的刘宝柱喃喃自语：
“我老姑娘终于又
回来了！”
看着女儿创造历史，刘宝柱一直

紧张的神经也终于放松下来。在比赛
结束后，刘宝柱第一时间给妻子发去
了女儿夺牌的消息。而电话那头，佳
宇妈妈也激动到声嘶力竭地喊道：
“祝
贺我老公和我闺女，你们最棒了！”此
时，远在鹤岗的刘佳宇家中已经燃放
起鞭炮，庆祝家族的骄傲在此刻创造
历史。而当问到最想和女儿说什么话
时，刘宝柱说，
“3 次大伤，一般人肯定
没办法坚持，但刘佳宇今天仍然站在
了赛场上，还拿到了银牌的成绩。作
为他的爸爸，我太自豪了。这下我们
爷俩可以回家过个好年了！”

12 日晚，平昌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
结束了女子 1500 米的角逐。荷兰名将
伍斯特以 1 分 54 秒 35 夺得冠军，这也是
她在四届冬奥会上夺得的第 5 枚金牌。
赛后，这位速滑界的传奇直言夺冠难以
置信，随后她也透露，平昌冬奥会将是她
参加的最后一个冬奥会。
伍斯特是速滑界的传奇，在 2014 年
的索契冬奥会上，她获得了 3000 米和团
体追逐的金牌，并在 1000 米、1500 米、
5000 米上收获 3 枚银牌，
在本届冬奥会已
经结束的 3000 米比赛中，
伍斯特再斩得 1
枚银牌，
随着当天 1500 米金牌的入账，
伍
斯特也创造了连续 4 届冬奥会都有金牌
入账的纪录。
夺冠后的伍斯特说：
“这是难以置信
的。要知道，这是我自从都灵（2006 年
奥运会）获得第 1 块金牌后 12 年间获得
的第 5 枚金牌，第 10 枚奥运奖牌。3 年
前，我以再次获得奥运会金牌为目标组
建了自己的队伍，能够真的实现这个目
标，令人难以置信。”
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伍斯特曾透露
她计划将在平昌冬奥会后退役，
而这一次
她的家人们也不远万里地来到平昌见证
她的最后一届冬奥会。
“我的家人们帮助
了我很多。我有 22 位亲友专门来到这里
为我呐喊助兴，来看我最后一届冬奥会，
让他们都在这里见证我拿金牌真是太棒
了。不管我赢了或者输了，他们总是爱
我，
这让我非常开心和自豪。
”
伍斯特说。

干爹埃迪——为女儿的淡定点赞
刘佳宇收获银牌的同时，一个美
国人抱着刘佳宇的爸爸泪流不止。他
叫埃迪，是刘佳宇受伤期间的康复师，
也是她的干爹。为了看刘佳宇的比
赛，埃迪特地跟太太从美国飞到了平
昌，还穿上了一身中国队的服装。他
说，这几年他见证了刘佳宇的受伤、跌
落谷底和重塑辉煌，
“ 我女儿最棒，他
配得上今天这枚银牌。”
从 2009 年受伤以来，每次刘佳宇
去美国进行康复治疗，都是埃迪为他
制定康复计划，并陪伴在她的左右。
这位美国康复师对于刘佳宇直爽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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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康复期间所表现出来的顽强十分
钦佩，并决定收她做干女儿。这次冬
奥会，两个爸爸陪伴在刘佳宇身旁，也
让这位龙江姑娘倍感温暖。而埃迪对
佳宇支持的力度，让亲爹刘宝柱都自
叹不如。
比赛期间，穿着中国队队服、举着
中国国旗的埃迪始终在为两位中国选
手加油，甚至站在了自己祖国美国的
对立方。每当刘佳宇完成高难度的动
作 时 ，埃 迪 总 会 用 英 语 喊 ：
“加油宝
贝！”
“好姑娘，太棒了！”而当美国队失
误时，埃迪也会高声叫好：
“ 我女儿又

开奖公告
少了一个对手！”站在一旁的亲爹刘宝
柱开玩笑地说，
“我都有点吃醋了！”
在点评中国女儿的表现时，埃迪
坦言，这是他看刘佳宇这么多年比赛
以来，女儿最放松的一次。
“ 我从来没
见她发挥这么好，昨天是这样，今天更
是，这太让人兴奋了！”而在看到刘佳
宇赢得银牌后，这位身高超过 1 米 90
的美国大汉竟然哭得像个孩子。
“她经
历的一切我都在她身边，为了这枚奖
牌，她练得太苦了，也等了太久。我为
我的女儿骄傲！”话音未落，埃迪再度
转身默默流泪。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8019 期开奖信息
开奖日期：
2018 年 2 月 12 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
206,501,821 元

前区

本期出球顺序：
10 21 19 11 28
本期开奖号码：
10 11 19 21 28

后区

05 12
05 12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1 注 10,000,000 元
0注
0元
42 注
250,933 元
基本
二等奖
12 注
150,559 元
追加
基本
6,802 元
590 注
三等奖
4,081 元
追加
193 注
200 元
基本
21,902 注
四等奖
追加
100 元
8,197 注
10 元
基本
440,606 注
五等奖
5元
157,240 注
追加
5元
六等奖 基本 4,441,025 注
...
...
合计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应派奖金合计

10,000,000元
0元
10,539,186元
1,806,708元
4,013,180元
787,633元
4,380,400元
819,700元
4,406,060元
786,200元
22,205,125元
59,744,192元

4,865,933,980.43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18 年 4 月 13 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 20 选 5 第 18043 期开奖信息
开奖日期：2018 年 2 月 12 日
本期销售金额：165,494 元

本期开奖号码：
03 05 06 08 12
本期出球顺序：
05 12 06 03 08
本期中奖情况

结语
“骄傲”，是两个爸爸对于女儿的一致评价；一个温暖的拥抱，是女儿还给两个爸爸同样的温暖。两个爸爸和他们
共同的女儿紧紧相拥，也让在场的不少人感受到了这个别样大家庭的温馨。而刘佳宇也说，她和两个爸爸的故事不会
就此结束，
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她还会再给两个爸爸同样温暖的拥抱。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0注
289 注
5,259 注

0元
50 元
5元

40,347.0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18 年 4 月 13 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3（浙江省）第 18043 期开奖信息

“玫瑰”凋零 最年轻 MVP 如今竟无人问津
本报综合报道
此前，在骑士、爵士和国王的三方
交易中，罗斯和杰·克劳德一起被送到
爵士。在交易完成过后，爵士当即表
示要裁掉罗斯，让他获得给季后赛球
队效力的机会。昨日，罗斯已经度过
了澄清期，成为了一名自由球员。但
据美国媒体透露，还没有一支 NBA 球
队为罗斯提供了报价。
此前有消息称，森林狼、马刺和奇
才都对罗斯感兴趣，森林狼和奇才是
对罗斯最感兴趣的两支球队，他们都
想得到罗斯，其中奇才得到罗斯的几

率更高。因为根据 NBA 的规定，如果
两支以上球队对澄清期的球员感兴
趣，战绩差的球队享有优先权。奇才
在罗斯被爵士正式裁掉的时候，球队
战绩比森林狼要差，他们得到罗斯的
几率更高。但森林狼和奇才都没有在
澄清期认领罗斯，让其成为完全自由
球员。奇才队甚至已经开始考虑其他
控卫的人选，比如 CBA 的泰·劳森。
去年夏天，罗斯以一份 1 年的老
将底薪加盟骑士队。本赛季，罗斯在
骑士期间场均仅能得到 9.8 分 1.8 篮板

1.6 助攻，3 分命中率只有 25%。他赛
季初在骑士出任先发的时候打得非常
不错，但在脚踝受伤过后竞技状态下
滑严重，精神状态也进入低谷，一度考
虑是否退役。虽然他最终决定复出，
但状态非常不理想。
作为 NBA 历史上最年轻的常规
赛 MVP，现年仅 29 岁的罗斯在职业生
涯里饱受伤病困扰。如果他在本赛季
余下的时间内无人问津，那么他在今
夏自由球员市场的前景就真的不容乐
观了。

开奖日期：
2018 年 2 月 12 日
本期浙江销售金额：
1,310,460 元

本期开奖号码：
079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297注 1,040元 308,880 元
直选
0注 346元
0元
组选3
97,053 元
组选6 561注 173元
... 405,933 元
合计
858注
4,669,638.2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18 年 4 月 13 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5 第 18043 期开奖信息
开奖日期：2018 年 2 月 12 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605,654 元

本期开奖号码：
07904
本期中奖情况

奖 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 75注 100,000元 7,500,000元
... 7,500,000元
合计 75注
248,666,895.12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18 年 4 月 13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