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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足联 1 月 10 日官方宣布，从

2026 年世界杯开始，决赛阶段将正式

扩军到 48 支球队，小组赛阶段将采取

16 个组、每组 3 支球队的方案。此前

外界对于世界杯扩军有利于国足的

讨论已经非常之多，不过按照扩军 1.5

倍的方案来看，分给亚洲的名额将增

加到 7-8 支，国足在未来必须跻身亚

洲前 8 才能将扩军的利好最终落到实

处。

在目前世界杯决赛圈为 32支球队

的方案下，分给亚洲的名额为 4.5 个，

即 4个直接晋级的名额，此外的半个名

额，世预赛亚洲区阶段的第 5名需要同

中北美的球队通过附加赛分出高下。

随着扩军方案的确定，也意味着亚洲

的名额必将得到增加，如果按照 1.5 倍

的方案来计算，亚洲可以分到的名额

将达到 6.75 个（外媒预测亚洲为 6.5

个），但考虑到亚非的参赛球队比较

多，我们暂且认为可以拿到 7-8个。

在亚洲球队可以获得 7-8 个名额

的情况下，国足需要处在什么样的位

置才能再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

正在进行的 12 强赛，国足在 A 组

5 轮赛事过后只拿到 2 平 3 负积 2 分的

成绩，小组中排名垫底（第 6），也仅比

B 组只拿到 1分的泰国队表现稍好，换

言之，即便亚洲可以拿到 8 个名额，国

足还需要在 12 强赛拿到小组前 4 才

行。扩军对于国足来说，意味着晋级

决赛圈的几率增加，但绝非十拿九稳。

目前国际足联只是确认从 2026年

世界杯开始，决赛圈的球队增加到 48

支，具体的分配方案还没有出炉。而

且随着扩军，各大洲的预赛赛制也将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亚洲区很可能

就不会出现最后的 8 强赛、10 强赛抑

或 12强赛，随着名额的增多，直接通过

40强赛或者 32强赛决出晋级球队。

而 2018 年世预赛亚洲区的 40 强

赛阶段，国足是以 C组的第 2名拿到的

晋级名额，而 40 强赛阶段有 8 个小组，

国足直到最后一刻才凭借其他小组的

球队帮忙，成为成绩最好的 4 个第 2 名

之一。

不过目前离 2026年世预赛开始还

有很长的时间，国足或者中国足协目

前要做的就是在此之前将球队实力提

升到亚洲前 8 的行列。虽然目前的

FIFA 排名，国足长期跻身亚洲前 8，但

从 2015年亚洲杯预选赛最后一刻凭借

净胜球晋级，2018 年世界杯预选赛又

是最后一刻凭借其他球队的帮忙跻身

12 强赛来看，国足目前还没有从实力

上来证明自己就是亚洲前 8的水平。

目前距离 2026年世预赛开始还有

很长的一段时间，留给中国足球培养

出一批球员的时间还够。世界杯扩军

对于国足来说肯定是利好消息，但能

否抓住这个好消息最终还是要靠实力

说话。 ■扎库米

2016年，体彩大乐透销量超过 288

亿元，筹集公益金达 104亿元。在全国

各地，以“体彩大乐透”冠名的全民健

身活动和比赛全年不间断进行。此

外，体彩大乐透全年送出 617 注头奖，

全部为 500万元以上大奖，平均每天中

出近 1.7 注。在全国范围和各省市进

行的派送活动，更是给彩友带来欢乐

和实惠。

公益金广泛用于全民健身

作为全国彩市单注奖金最高的大

盘玩法，体彩大乐透不仅为彩友带来

众多大奖的欢乐，也为国家公益事业

作出突出贡献。包括体彩大乐透筹集

的公益金在内的体彩公益金广泛用于

援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和捐赠体育健

身器材、资助群众体育组织和队伍建

设、开展全民健身科学研究与宣传、资

助或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等。此

外，体彩大乐透大奖得主爱心满满，部

分大奖得主为公益事业捐款。其中，

安徽 3825 万元大奖得主定向捐款，为

宿州市青山初级中学改造操场。以体

彩大乐透冠名的全民健身赛事更是全

年不间断地在全国各地进行。

31个省区市彩友分享617注头奖

2016 年，体彩大乐透共开出 617

注头奖，全部为 500 万元以上大奖，其

中包括 236注 1000万元及以上大奖。

值得一提的是，31 个省区市均有

彩友中得头奖。其中，江苏彩友中得

93注，成为最大赢家。此外，山东和浙

江彩友分别中得 51 注，云南彩友收获

44 注，广东彩友中得 41 注。中得头奖

注数较多的省份还有：福建 26注、河南

25注、安徽 24注、四川 23注、黑龙江 20

注。

2016年体彩单人中奖最多的同样

出自江苏，在体彩大乐透第 16085期开

奖中，江苏苏州一彩友独擒 2.23 亿元

巨奖。此外，云南昆明一彩友中得第

16063 期 9345 万元，黑龙江佳木斯一

彩友中得第 16096 期 5824 万元，贵州

贵 阳 一 彩 友 中 得 第 16154 期 5464 万

元，黑龙江牡丹江一彩友中得第 16107

期 5285万元。

在全年 12 个月中，12 月份开出头

奖注数最多，达 166 注，包括第 16150

期井喷的 106注头奖，这也是体彩大乐

透自 2007年 5月 28日上市以来单期开

出头奖最多的一次。此外，7月开出 77

注头奖，9月和 11月均开出 38注。

冷热号码开出次数悬殊

在 2016 年的 154 期开奖中，热号

和冷号开出的次数较为悬殊。其中，

前区最热的号码为 35，共开出 31 次；

后区最热号码为 05，共开出 38 次。冷

号方面，前区最冷号码为 25、26，全年

均只开出 13 次；后区最冷号码为 01、

03，全年同样开出 19次。

有很多技术型彩友喜欢研究包括

冷热号在内的数据，通过计算得出自

己心仪的投注号码。以第 16150 期为

例，当期前区大小、奇偶、质合、和值和

后区大小、奇偶的数值均在较热范围

内，六个较热形态一同出现，造就了

106注头奖。从彩友投注的方式来看，

当期有 77 注头奖出自复式、胆拖投

注，占全部头奖注数的 72%。

派送回馈活动此起彼伏

每年的 5月前后，是体彩大乐透一

年一度的派奖期。2016年的派奖活动

起于 4 月 11 日，总派奖金额 5 亿元，是

该玩法上市以来派奖金额最多的一

次。

派奖期间，共开出头奖 50注，包括

5 注 2400 万元彩市封顶大奖，千万元

大奖占比超过 84%。

本次派奖除了对头奖进行单注最

高 800万元的派奖外，还首次针对固定

奖进行派奖。据统计，固定奖实际派

送金额达 3.05 亿元，共 5555 万余人次

分享了固定奖的派奖奖金。首次针对

固定奖进行派奖，让更多彩友感受到

派奖的欢乐。

除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 5 亿元

大派奖外，2016年，各地体彩也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派送活动。

仅 11 月，就有 4 地体彩推出大乐

透派送活动。宁夏体彩中心启动“复

式 6+3，你中我买单”和“体彩大乐透

邀您免费体验”回馈活动；重庆体彩推

出复式投注“你中奖，我免单”活动；福

建体彩推出“体彩大乐透，不中帮你中

——福建复式投注 1000 万大促销”活

动；江西体彩推出“大乐透复式投注，

300万赠票活动”。

■湖南体彩网

去年大乐透销售288亿筹公益金104亿

在首届中国杯揭幕战中，中国国家队迎战来自欧洲

的冰岛队。冰岛的芬恩博加松和西古尔达松分别为冰岛

队打入进球，最终国足 0∶2不敌冰岛，无缘中国杯的决

赛。赛后，国足众将谢场难掩落寞。 ■腾讯

世界杯扩军真是国足利好
得进亚洲前8才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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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杯首轮便出局 众国脚谢场难掩落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