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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C
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偏北风3- 5级

19-28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 2级

26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38 空气质量 优
优：广元、雅安、泸州、西昌、眉山、广安、德
阳、乐山、达州、资阳、绵阳、内江、南充、巴
中、攀枝花、马尔康、康定、遂宁、宜宾、自贡

25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9月25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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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超级大乐透第 21111 期全国销售
305345840元。开奖号码：07、08、15、19、
28、08、09，一等奖基本 12 注，单注奖金
7142456元。追加2注，单注奖金5713964
元。二等奖基本 232 注，单注奖金 45015
元。追加66注，单注奖金36012元。三等
奖 378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
995038782.5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1258 期 全 国 销 售
31730972元。开奖号码：751。直选全国
中奖 8125（四川 705）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25072（四川1452）注，
单注奖金 173 元。42406246.31 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21258期全国销售14614020
元。开奖号码：75197。一等奖57注，单注奖金
10万元。349288616.2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21113 期全国销售
25044544元。开奖号码：33033311333303，
一等奖全国中奖188（四川3）注，二等奖全
国中奖5434（四川221）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1113期全国销售
20276334元。开奖号码：33033311333303，
全国中奖20327（四川1285）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113期全
国 销 售 218022 元 。 开 奖 号 码 ：
003333333313，全国中奖204（四川11）注。

足球 4 场进球第 21113 期全国销售
1345362元。开奖号码：13202010，全国中
奖35（四川0）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11月24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再添1金1银 四川接力队完美收官
杨磊添金加冕三金王，杨会珍摘银完美谢幕

聚焦第十四届全运会

9月25日，第十四届全运会田径
项目夜场比赛在大雨中进行，在男
子4×400米接力决赛中，杨磊领衔
的四川队以3分04秒27获得冠军，
这是本届全运会四川代表团获得的
第19块金牌。在此前进行的女子
4×400米接力决赛中，湖南队以3分
30秒21获得冠军，杨会珍领衔的四
川队以3分33秒12获得银牌，广西
队以3分33秒76获得铜牌。截至目
前，四川田径队在本届全运会已经
获得4金6银5铜。

“大姐”杨会珍
两金一银完美谢幕

本届全运会女子 4×400 米接
力各队实力非常接近，实力最强的
是广西队，此外还有整体实力都均
衡的湖南和广东队。四川接力队
的姑娘们将目标放在前三，争取拿
一块奖牌。比赛开始后，何淼格跑
第一棒，她出发不错，但在弯道和
最后的直道冲刺时，她被湖南队何
珂超越。第二棒的刘英兰在此前
的男女 4×400 米混合接力中拿到
金牌，她全力冲刺，和湖南队的选
手缠斗在一起。不过，第三棒时，
湖南队同其他队差距拉开，可谓一
骑绝尘，而此时广西队已经追上了
四川队。最后一棒，杨会珍起跑时
四川队其实已落到第三名，但这位
28 岁老将利用自己的绝对实力，在
最后的冲刺中为四川队拼下了一
枚宝贵的银牌。

赛 后 ，姑 娘 们 对 这 个 成 绩 满
意。决赛是雨战，气温也在 20 摄
氏度左右，她们表示，“这个天气其
实还行，比昨天舒服多了，没有感
觉很冷。”三位小妹妹接受采访时
感慨，“我们知道大姐她很辛苦，比
了太多场了，所以希望尽力跑，让她
后面不要那么辛苦，我们很心疼。
最后一棒看得太揪心了。”从赛场出
来，杨会珍再次累倒在地，她首先
感谢了身边的三位小妹妹，“她们
发挥得非常好，都尽了全力在拼，
就为了给我节省一点体力，她们非
常优秀。”

杨会珍说：“二三四名的队伍都

有前三名的实力，想要进前三其实
很不容易，最终能拿到一枚银牌，非
常开心了。”此前，杨会珍以刷新个
人最佳成绩卫冕了女子 400 米金
牌，并随队友杨磊等摘得男女 4×
400米混合接力金牌，如今，再收获
一枚女子4×400米接力银牌，已经
在北京体育大学当老师的杨会珍，
以运动员身份征战的最后一届全运
会可谓完美。

加冕多金王
杨磊感谢队友和团队

男子 4×400 米接力的实力同
样强劲，强队之间差距更小。四川
队第一棒是牟春俊，2001 年出生的
他是四川队的后起之秀，在本届全
运会男子 400 米中获得第七，并跟
随杨磊、杨会珍摘得男女4×400米
混合接力金牌。他一马当先，在交
接棒中保持微弱领先交棒。第二棒
是罗浩，他也守住了第一的位置，第

三棒樊添瑞非常不容易，面对天津
和山东强棒，他艰难地保住第一位
置。男子400米冠军得主杨磊最后
一棒让人放心，他最终率先冲线，为
四川田径再摘一金，这也是本届全
运会杨磊拿到的第三枚金牌，成就
四川代表团的多金王。

“来之前没有想到可以拿到三
金，有这样一个目标吧，但如果没有
这个目标也不会最终实现。”赛后，
杨磊坦言，能拿三金完成了本届全
运会的一个梦想。本届全运会前，
作为四年来国内唯一能打开46秒大
关的选手，杨磊在男子 400 米两枪
比赛中都跑出 46 秒以内的好成绩，
在他的带领下，男子400米决赛中，
前三名选手都突破了 46 秒。如今，

在另外两个接力项目中都拿到了冠

军，杨磊也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内400
米第一人。“能拿到三金，我感谢为
我付出很多的队友和团队，没有他
们，我做不到这一点。”

9 月 25 日，第十四届全运会女
子跆拳道 67 公斤级决赛中，四川队
的宋洁以21：12击败山东的韩宇晴，
获得冠军。这枚金牌也是四川代表
团在本届全运会的第20金。

1999年出生的宋洁是四川巴中
人。2010 年，在区中小学生田径运
动会上，她被启蒙教练一眼看上，第
二年，宋洁进了巴中中学跆拳道
队。经过几个月的训练，2011年12
月，在教练的极力推荐下，宋洁进入
四川省跆拳道二队集训，正式踏上
了职业运动员的道路，半年之后，宋

洁又到北京集训。
2012 年参加全国少年跆拳道

比赛，她被北体选中，随后，由四川
输送到北体进行联合培养。通过十
年如一日的训练，宋洁在2017年开
始崭露头角，获得各大国际、国内赛
事的冠军。2020 年获得世界杯混
合团体冠军，2019 年获得世界军人
运动会冠军，2018 年、2020 年获得
全国跆拳道冠军总决赛冠军。今
年，她还代表中国参加了东京奥运
会混合团体的比赛（表演项目）并获
得冠军。

10 年的跆拳道生涯，宋洁只回
家了四次。北体大教练贺璐敏对其
评价为敢打敢拼，勤奋顽强，而她技
术全面、打法先进、能力强，尤其是近
身击头技术，快、准、狠，曾在比赛中
创造出一腿得9分的动作，令人瞩目。

登上了全运会最高领奖台，宋
洁非常激动，她感慨道：“这是我的
第一个全运会冠军，对于我来说是
个起点，在未来我会更加努力，为四
川为中国夺得更多的荣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甘露 陈羽啸陕西报道

夺全运会女子跆拳道67公斤级冠军

巴中名将宋洁 为四川拿下第20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甘露陈羽啸 西安摄影报道

▲
川军最后一棒，杨磊
（右一）发起最后的冲
刺。

◀
拼尽全力跑完最后一
棒，杨会珍（左一）被队
友搀扶着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