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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测比赛总进球数（挂竞彩 !"#"，栏目：投注指南）

玩转世界杯
精彩的进球是足球比赛最核心的

看点，对普通球迷来说，一场比赛的进
球总数就意味着比赛的精彩程度；而对
彩民来说，一场比赛的进球总数，不仅
意味着比赛的精彩程度，还意味着大奖
的归属。在“竞彩”足球游戏的四种玩法
中，猜“总进球数”是难度较大的一种。
因为一场比赛进几个球具有很大偶然
性，在“0”、“1”、“2”、“3”、“4”、“5”、
“6”、“7+”这8个选项中准确命中的难
度很大，那么如何分析一场比赛的进球
数呢？
从数据统计来看，近五届直接的平

均入球数一路下滑，美国世界杯的场
均进球达2.71个；到法国世界杯赛就下
降到2.67个；到韩日世界杯赛，尽管中
国队三场小组赛贡献了9个总进球，但

是场均入球还是降至2.52个；德国世界
杯上，场均进球为2.3个；到了南非世界
杯，场均进球只有区区的2.26个，在胜
负结果高于一切的世界杯比赛中上，
就连巴西和德国都在苦心钻研防守反
击战术，本届世界杯的低进球率几乎
成了必然。

具体到一场比赛中，我们不妨把
“2.5球”作为参照标准，小于2.5球为“小
球”，大于2.5球为“大球”，据此对比赛加
以分析。在弱肉强食的小组赛中，强弱
分明的比赛出现3个以上入球的概率是
最大的，两支重攻轻守的球队相遇也容
易打出“大球”。而到了淘汰赛阶段，比
赛双方的实力更加接近，对防守也更加
重，进球数必然随之大幅度下降，出现
0、1、2的概率会很高。

由于“总进球数”的固定奖金很高，
彩民判断了“大小球”之后，可以采用复
式投注。例如，如果看好“大球”，可以复
选“3、4”或“4、5”这样的选项；如果看好
“小分”则可以复选“0、1”或“1、2”，这样
只要命中其一就能基本保证盈利，如果
打出罕见比分，奖金会相当可观。如果
遇到“尖矛对利盾”这样难以判断的比
赛，不妨选择复选“2、3”两项，因为这两
种进球数的出现概率是最高的，只要命
中其一，盈利也不成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猜胜平负游戏只猜
90分钟%含伤停补时&的胜平负，不包含
加时赛。以上届世界杯荷兰VS西班牙的
决赛为例，虽然西班牙通过加时1∶0战
胜荷兰，90分钟的进球数为“0”，因此
最终竞猜结果也是“0”。

大乐透爆 $注 %&&'万元头奖（挂大乐透 !"#"，栏目：幸运彩民）

无锡、盐城彩民各摘 %注头奖
6月4日，超级大乐透爆3注1448万头奖，其中江

苏无锡、盐城各中出1注，河南省中得1注。当期开奖结
束后，超级大乐透奖池已经累积至6.05亿元。下期超级
大乐透一等奖继续派奖，派奖金额高达2500万元。

当期超级大乐透开奖号码为08、15、33、34、35+01、
08，为全国彩民送出3注一等奖，其中2注落在江苏。3
注一等奖单注总奖金都达到了1448万元。遗憾的是，3
注大奖都未采取追加投注，错失数百万的追加投注奖金。

盐城体彩站点的中奖彩票，是一张投注金额为10
元、投注注数为5注的单式票，其中1注命中头奖；另1
注一等奖则出自无锡某站点，中奖彩票为一张前区1胆
9拖的胆拖票，除了中得一等奖之外，还中得三等奖20
注，及若干固定奖，单票揽得总奖金达1453万元。

陈蓉蓉

大乐透爆3注1448万元头奖
无锡、盐城彩民各摘1注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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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又到 (、'、)，“高考经济”催生下的“高考房”火了，酒店也顺势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性服务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为了让考
生安心考试，一些酒店还特别推出
“高考房”服务，比如结合考试时间
调整酒店供餐时间、凭准考证延迟
退房时间等。

市二中考点所在西横街一家酒
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入住该酒
店的高考生和家长，在服务质量上，

他们力求周到。“我们会把考生集中
安排在相邻的几个房间、专门为他
们提供免打扰服务、免费送藿香正
气液、早餐送到房间、结合考试时间
调整酒店供餐时间、凭准考证延迟
退房时间等，希望能免去他们一切
干扰，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

实习记者 徐蕾

黄豆豆谈“豆”志飞舞常州公开课第35讲
本报讯 有这样一个舞者，被称

为中国跳舞跳得最男人的舞者，他
就是著名舞蹈家、国家一级演员黄
豆豆。6月14日下午2点，常州公
开课邀请你来常州大剧院，走进“黄
豆豆的艺术人生”，听他讲述“豆”志
飞舞的故事。

自“桃李杯”惊艳亮相后，黄豆
豆已经登台表演20年，其表演风格
阳刚洒脱、情谊并茂、轻盈大度。

6月 11日%周三&上午 8∶30
起，接受免费订票。大家可登录“常
州市教育服务中心网”，点击“常州
公开课网上订票”游动图标，获取电

子票；也可致电 88995111，获得电
子票；前往以下地点也可预订电子
票：常州教育服务中心%市青少年活

动中心内&、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门
卫、新华书店南大街门店、凤凰武进
书城、凤凰新北区书城。

"教服 孙婕#

马上又到7、8、9，“高考经济”催生下的“高考房”火了，酒店也顺势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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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万达携九大主力店走进社区
“欢乐社区行”将快乐送到市民家门口

武进万达携九大主力店走进社区

“欢乐社区行”将快乐送到市民家门口
本报讯 武进万达欢乐社区行

在常州各大乡镇花开遍地，将带给
城南居民一场持续一个多月之久的
夏日狂欢。武进万达携手主力店万

达百货、万达嘉华酒店、万达影
城、大玩家、大歌星、大白鲸世
界、永辉精品超市、热风、孩子王
一齐走进社区，旨在推动常州社区

公共文化建设，营造常州和谐社会
氛围，同时将武进万达开业钜惠带
给当地居民，把欢乐传播到百姓家
门口。

在大数据时代的消费迁徙图
上，消费者的习惯正悄然改变着。
电子商务冲击着传统百货。纷繁
的竞争并没有打乱万达自己的节
奏，武进万达以“家庭欢聚”为
定位巧取人心，一站式母婴天堂
孩子王、常州首家儿童体验乐园

大白鲸世界都将以主力店的姿态
进驻广场。孩子是家庭凝聚力的
核心，孩子向往之地必是环境舒
适，配套安全，儿童业态一应俱
全之地。武进万达坚持消费者导
向思维，将科学的经营理念灌溉
到运营管理的方方面面。

商业地产的发展，不仅驱动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巨轮，同时也承载
着城市建设的梦想。武进万达将以
推动城市的滚轮、将幸福、便捷的
生活方式送达武进居民家门口为己
任，向8月8日开业做全面冲刺。

"宛新$

除了精彩纷呈的“家庭才艺展
示”，武进万达商管携九大主力店走
进社区，也是本次欢乐社区行的一大
亮点。时尚生活百货———万达百货，
常州奢华酒店品牌中的领军者———
万达嘉华酒店，武进首家集“4K”、“巨
幕”和五星级配套设施于一体的影

院———万达影院，沪宁线第二家、武
进首家精品超市———永辉精品超市，
以主题包厢为亮点的第三代店———
大歌星，游艺设备全新升级的———大
玩家，常州首家、全城最大、最全的儿
童体验乐园———大白鲸世界儿童乐
园，与万达合作以来首家逾300平米

的大店———热风，一站式母婴天
堂———孩子王，齐齐亮相社区行。

此次社区行，在招募会员、提供
大量优质招聘岗位的同时，还会以
人偶巡游、亲子互动、室外欢唱机、
敲击大冒险等丰富多彩的户外体验
设施，将快乐进行到底。

据悉，“武进万达欢乐社区行”
目标社区是以武进万达为圆心周边
5公里范围内的文化名镇名乡，包
括湖塘、牛塘、遥观，以及戚墅堰、浦
南等地。

据负责接待报名人员的工作
人员透露，除了线上报名的参赛
家庭，社区街道对于此次活动也
是大力支持。兰陵街道的一位居
民说：“武进万达走进社区不光

是为我们社区居民带来更多的实
惠，同时也丰富了社区文化生活。
无门槛为大家提供展示才艺，身
边的朋友邻居来参加比赛，大家
觉得特别亲切。”

重游龙城经脉之地，体味常州文化

找工作抢实惠，武进万达携手主力店精彩齐放

家庭欢聚之地，武进万达巧打亲情牌

背着大大的书包，拖着箱子，一
家三口走进酒店。这一幕不是发生
在旅游景点，而是再过几天、一些高
考考点附近的大小酒店门口即将要
见到的场景。

6月4日，记者走访我市3处
考点，发现伴随着高考的临近，这些
考点附近的酒店或宾馆，“高考房”
的生意再次火爆了起来，甚至出现
一房难求的局面。

“没发准考证之前也不确定具体
在哪个考场，等拿到准考证后再来找
房间，才发现离考点近点的酒店差不
多都被订完了。”陈先生告诉记者，儿
子这个月7、8、9日参加高考，考点就
在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由于离家较
远，为避免考试当天路上耽搁时间，
也为了给孩子一个安静的复习和休

息环境，他已相继在省常中和二十四
中两处考点周边，看了多家酒店，却
难订一间合适的“高考房”。

陈先生表示，他已在一家星级
酒店预订了一间标间，“多花点钱就
多花点吧，那几天是人生的关键点，
我已经向单位请假，准备那几天陪
他一起住酒店”。

高考房：考场周边一房难求

服务：主打人性化

酒吧街炒起世界杯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