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滁州分中超级大乐透头奖
的票面信息上来看，合肥 1 注中得是通过一张"7+
3"的 189 元复式追加中得；滁州 22462 网点采用
的是 18 元复式票，这是 1 注前区“3 胆 4 拖”、后区
“2 拖”的胆拖复式追加投注。
笔者迅速与网点取得联系，根据合肥 01537
网点业主张书珍表示，她对中奖彩民颇有印象，
因为该彩民平时都是买 30 元左右的小复式，适
逢大乐透派送期间，所以选择临时追加了投入，
是一位 30 多岁的男性彩民。滁州 22462 网点业
主李继发笑着介绍，这位大奖得主不仅是一位老
彩民，而且在当天下午 5 点和 7 点两次光顾本网
点，或许这正是中大奖前的“预兆”。
本期开奖结束后，
奖池金额仍有53.27亿元。

汤唯主演电影入围戛纳电影节
星报讯（记者 吴笑文） 日前，第 71 届法国戛
纳电影节组委会公布入围名单，毕赣执导，汤唯、黄
觉、张艾嘉等主演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入围
“一种关注”单元。这是年轻导演毕赣执导的第二
部长片，也是汤唯做妈妈之后的首部电影作品。
《地球最后的夜晚》中，黄觉饰演的男主角回到
贵州，偶然发现了汤唯饰演的“神秘女子”的踪迹，
继而回想起十二年前与她度过的那个秘密夏天。
据悉，最初汤唯就因为欣赏导演的才华，降价支持
年轻导演参与拍摄，更提前到贵州凯里，学习凯里
话，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电影中有唱歌的部分，她
还专门练歌。在第一段拍摄完毕之后，还两次返程
拍摄，就是为了能帮助导演完成对艺术上的追求。
汤唯说，
“ 我其实很喜欢和能玩得来的人一起
玩得很嗨。这次和毕赣的合作，其实就是玩得很开
心，大家一起努力完成了一部作品。”

王丽坤哭戏一秒进入状态

皇马、马竞都拦不住他们

巴萨刷新西甲不败纪录
星报综合消息 尽管最后时刻被瓦伦西
亚用点球扳回一球，北京时间昨晨巴萨还是
以 2:1 的比分取得了对“蝙蝠军团”的胜利，而
在本轮比赛结束后，巴萨创造了西甲历史上
一个前所未有的纪录。
在西甲将近 90 年的历史上，
之前从未有一
支球队连续 39 轮比赛保持不败。皇家社会在
1978-1979 赛季以及 1979-1980 赛季曾创造
跨赛季 38 轮不败的纪录，
上周巴萨追平了这一
纪录。而现在他们不再与皇家社会分享不败纪
录了，
最长的不败纪录只属于巴萨了，
恩里克和
巴尔韦德这两位教练接力创造了纪录。
巴萨的不败状态从上赛季开始，在客场
输给马拉加后(2017 年 4 月 8 日），他们就再未
遭遇失败，上赛季最后阶段，他们取得 7 连
胜，而本赛季的 32 轮比赛，也没有一支球队
能击败巴萨，无论是皇马、马竞、瓦伦西亚还

是塞维利亚都不行。
虽然巴萨在欧冠中表现令人失望，但在
西甲，39 轮联赛不败的纪录还是值得钦佩。
这 39 场比赛，巴萨取得了 32 胜 7 平的成
绩，其中包括非常重要的胜利，比如 2 次在伯
纳乌球场战胜皇马，还曾战胜瓦伦西亚、塞维
利亚。巴萨保持不败，也意味着任何与他们
对阵的球队，都很难从巴萨身上占到便宜。
巴萨接下去的挑战是以不败战绩结束本赛
季的比赛，
西甲还有6轮，
如果能达到这一目标，
那他们的纪录将更加辉煌。在西甲历史上，
只有
1929-1930赛季的毕尔巴鄂竞技和1931-1932
赛季的皇马曾整个赛季不败，但当时西甲只有
18轮比赛。
欧洲主要联赛中，最长的不败纪录是卡
佩罗的 AC 米兰的 58 轮不败，巴萨距离这一
纪录还有些距离。

合肥桂冠本赛季“不败金身”告破
星报讯（记者 江锐） 4 月 14 日，2018 年中
乙联赛第三轮开打。双线连续作战的合肥桂冠
做客自贡，结果以 0∶1 不敌同为中乙新军的四川
九牛，本赛季“不败金身”被终结。
本场比赛开场后合肥桂冠反客为主，率先对
主队大门发起了猛攻。第 5 分钟，10 号李长亮中
场拿球 40 米直接起脚，完成了一次质量极高的远
射。自贡南湖体育中心的草皮质量欠佳，这对双
方控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合肥桂冠队在地面推进
的时候显得有些不适应，
难以组织有效的进攻。因

此定位球成为双方进攻的重要武器。第28分钟，
四
川九牛获得右侧角球机会，
8 号单夏路接 10 号阮君
传球为主队首开纪录。下半场易边再战，
合肥桂冠
加强了攻势，
逐渐掌握场上的节奏，
下半场开场 10
分钟后，
潘蒂奇用前锋25号杨连峰换下了本场比赛
体力消耗极大的张天晗，
继续加强前场冲击力。四
川九牛则将阵型压缩，伺机寻找反击机会。最终，
合肥桂冠客场0∶1告负，
五场不败被终结。
4 月 21 日，合肥桂冠将在主场安庆迎战另外
一支四川球队——四川安纳普尔那。

星报讯（记者 吴笑文） 日前，由徐峥监制和
王丽坤等主演，将于 4 月 28 日上映的电影《幕后玩
家》发布了一支王丽坤特辑。电影中，王丽坤要挑
战大量激烈的情感戏，
尤其是哭戏，
嚎啕大哭、
无声痛
哭、
啜泣哽咽……几乎一半时间都在哭。而一场和徐
峥的生死离别戏码，开拍后王丽坤更是瞬间进入状
态，
一秒落泪，
细腻内敛的表演获得徐峥的称赞。
电影中，王丽坤饰演了金融大佬徐峥背后的女
人，有大量情感戏，不同层次的哭戏对表演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其中情感最为强烈的一场戏，王丽坤
身上绑着炸弹被困在椅子上，与徐峥在天台上演生
死离别。拍摄时，为营造出这一极致的时刻，王丽
坤被生锈的铁链整整绑了一天，无法动弹，喝水都
要依靠工作人员的帮助。完全沉浸在角色情绪中
的她，开拍后一秒进入悲伤的状态。徐峥称赞，
“王
丽坤不仅有内力，还有很强的爆发力，是一位很优
秀，很有信念感的演员。”

安徽文一篮球小宝贝选拔开赛
星报讯（记者 江锐） 在 2018 年新赛季 NBL
联赛开赛之际，安徽赛区篮球小宝贝选拔赛火爆开
赛。获选小宝贝将有望走上 NBL 赛场，为安徽文
一队呐喊助威。本次比赛共分初赛、决赛两轮赛
事。其中 4 月 14～15 日为选拔初赛，决赛将于 4 月
22 日震撼开赛。
自报名之日起，本次比赛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高度关注，共有全省百余家幼儿园、小学、篮球社
团、培训机构咨询报名。经过前期筛选，最终共有
20 支代表队、400 余人进入大赛初赛环节。
近年来，合肥市幼儿园、小学积极开展特色体
育项目，将篮球、足球、跳绳、武术等运动项目，与早
操相结合，重新编排，在校园内推广。此举不仅增
强了孩子们的体质，也锻炼了他们的毅力，培养了
团队凝聚力。此次小宝贝选拔赛，更是给全省少年
儿童提供了一次展示的舞台、一场不可多得的交流
学习机会。本次初赛产生的 10 组团体和 10 名个
人选手，成功晋级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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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汪峰) 当下正值体彩大乐透 6 亿元
派奖期间，安徽彩民喜中 2 注大乐透头奖，值得庆
贺！4 月 14 日晚，超级大乐透第 18042 期开奖，
本期开奖结果：03、19、25、29、35+05、09，当期大
奖井喷，全国共开出 19 注头奖，其中 16 注追加；
我省合肥、滁州彩民收获 2 注追加大奖，其中合肥
中奖金额为 989 万，滁州中奖金额为 966 万，一等
奖派送奖金总额 111 万。
当晚开奖后，笔者第一时间通过安徽省体彩
中心机房检索了解到，这 2 注头奖分别出自合肥、
滁州，合肥 1 注大奖是在位于经开区南湖春城商
业街 A-22 号 01537 网点中出的；滁州 1 注头奖
来自滁州明光古沛镇 22462 网点。从机房检索

星报讯（记者 江锐） 4 月 15 日，由合肥市体育
局和合肥市体育总会主办，合肥市业余体校承办的
安徽省第一届智力运动会合肥市预选赛在合肥市第
四十五中收兵。此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市 13 个县
（市）、区、开发区和部分企事业单位 316 名棋手参
赛，他们在两天的比赛中分别参加国际跳棋、五子
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和桥牌 6 个项目的角逐。
每个项目选出的优秀选手代表合肥市，参加 5 月 1 日
～8 日在亳州市举行的安徽省第一届智力运动会。
合肥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周龙玲介绍，智力运动
会是我省首次举办棋牌类综合性运动会，赛事的举
办将进一步提高合肥市乃至全省棋牌类智力运动
的水平，深入推广和普及棋牌类智力运动，选拔和
培养优秀的棋牌类智力运动人才，满足合肥市广大
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本次比赛的棋类运动均
选择在合肥市相关棋牌类特色校园内举办，也将全
面推动棋类运动在合肥市各中小学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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