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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旅行社全国青年文明号 国家旅游局特许出境组团社
青 海 省 成 立 较 早 的 国 际 社 之 一

经营许可证：L-QH-CJ00011 官网www.qhcyts.com 微信公众号：qhcyts

韩国首尔 景福宫、青瓦台、大东门超值双卧双船8日游 12月30日、1月1日、6日、8日、13日 1980元/人
日本本州东京大阪京都奈良 双古都温泉8日游（西宁独立成团，正点白班机，1晚温泉酒店）1月24日 7180元/人

总
社6125888 6372222

越南芽庄 休闲出海7晚8日游 1月29日、31日、2月12日 4480元/人 海南双飞6日游（全程零自费）2880元/人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品质12日游（一价全含0自费）1月4日、7日、12日 5680元/人
老挝 琅勃拉邦+万荣+万象全景8日游（兰州直飞老挝）1月8日/15日/29日 3999元/人
柬埔寨暹粒吴哥窟 经典四星5日游（西宁直飞柬埔寨）12月26日 1月9日 2700元/人
斯里兰卡 经典5晚7日游（西宁起止一价全含）1月3日/5日/8日 7880元/人
神秘迪拜8日游（西宁起止本土领队）1月26日 2月16、23日 5680元/人 2月2日 6880元/人

青藏国际旅行社
2017年荣获“青藏高原”牌青海旅游名牌企业

出境专线及独立精品小团：
澳大利亚·新西兰12日游 （1月23日） 17800元
泰新马12日游 （1月25日） 6690元
泰一地7天6晚游 （1月27/29日） 5390元
柬埔寨全景8天（吴哥+金边+西港）（1月15/22/29日） 4999元
巴以约乐享时光十日游 （2月9日） 16800元
迪拜双飞8日游 （1月19日） 5380元
美国东西海岸11日游 （4月4日） 12999元

南非花园大道12日游 （2月7日） 18999元
至臻帝王普吉7日游 （2月2/8日） 9990元
日本专线：
白色恋歌温泉美食8日游 （1月25日） 8880元
周游雪国 北海道 9日游 （1月27日) 14380元
雪国物语 东京大阪北海道9日游 （2月9日）12380元

报名地址及热线总社：西宁市黄河路23号（国源大厦4层）联系电话 6133902 6122907 城中北大街门市8226867 城东南小街门市8017009 大众街门市8017170 虎台门市8240503 莫家街门市8178834 人民街门市 4324321
海湖万达门市4716005 大通门市2737718 湟中多巴门市 2227007 共和分社0974-8513066 互助分社0972-8321345 平安分社0972-8667503 尖扎分社0973-8734448 乐都分社0972-8646666 民和分社 0972-8535866

越南芽庄专线：（每周四发班）
芽庄出海8日游 （1月10/15/17日）4480元
芽庄珍珠8日游 （1月10/15/17日）5480元
台湾专线：
台湾环岛中转10日游 （2月14日）5680元
台湾环岛中转9日游 （1月29日） 5880元
国内线路：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2月20日） 5800元
五台山+北京6日 （每月20日） 3900元
零购海南双飞6日 （每周四、六） 5580元
大美海南7日（兰州飞） （每周三、五、七）3880元
江西全景双飞6日 （2月5/6日） 4180元
福来福往厦门双飞7日 （2月3日） 5880元
时光·海北桂三飞10日 （1月9日） 3680元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6日消息，周琦被
火箭裁掉之后于近期返回国内，他的下一步去向颇
受关注。6日，周琦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通过经
纪人还在与 NBA球队沟通，与国内的 CBA球队也
保持了联系，希望自己有球可打。

对于此次回国的目的，周琦表示：“主要是为了
回来探望家人，也与一些球队保持了接触，接下来我
还是会回到美国进行训练和保持状态。”对于在
NBA的前景，周琦表示：“还是美国团队在与球队沟
通，我被裁了之后，美方纪经人与NBA球队进行了
一些沟通。现在到了赛季中段，对我来说这件事情
比较突然，还在等进一步消息。”

回国之后是否有CBA球队联系周琦，对此他并
未否定这一点。“我回来之后有一些沟通，不管是国
外也好还是国内也好，在这种情况下我需要有球可
打。”

周琦回国后即与辽宁队主帅郭士强共同进餐，
这也引发了外界的猜想。对此周琦解释说：“我回来
的比较突然，与郭指导感情也非常深，就过去看望了
一下。在我被裁之后他也与我有过沟通，不管是作
为之前的教练还是其他的身份。”

如果有机会加盟CBA球队，周琦会做出怎样的
选择呢？对此周琦透露道：“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考
虑，不能只是单纯的因素。包括我、家人、美方经纪
人、中方纪经人等等。目前对自己是一个非常难抉
择的时刻，首先需要打球。作为球员的我追求的就
是总冠军，而不是有一个就满足了。肯定想去争冠
球队，但也需要一些挑战。全方位的考虑，不是一味
地去追求某一方面的因素。”周琦这样表示。

“作为一个球员，你要考虑打球的环境、球队整
体的配置、城市，还包括教练等其他因素。毕竟在不
同的教练手下，球员会发挥出不同的作用。球场内
外的各方面因素都需要考虑到。”周琦进一步透露了
自己选择球队所考虑的因素。

周琦：不排除加盟CBA争冠球队

新华社华盛顿 1月 5日电 5 日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较量，状态火热
的火箭在波特兰遭遇强力狙击，最终
无奈落败终止六连胜。而位列东、西
部榜首的雄鹿与掘金则一忧一喜，前
者在主场苦战不敌直接竞争对手猛
龙，后者则力克黄蜂，在竞争惨烈的
西部继续领跑。

首节，开拓者与火箭交替领先，
双方战成30：30不分伯仲。次节火箭
的“板凳球员”们发光发热，火箭也一
度超出比分。但哈登重新登场后，客
队进攻反而停滞，开拓
者借机打出 20：3 的攻
势建立优势。半场战
罢，开拓者以 59：46 领
先火箭，哈登的 8 次三
分出手无一命中。

第三节哈登开始
复苏，他在本节里突外
投砍下20分，火箭也将
分 差 缩 小 至 个 位 数 。
末节，双方陷入混战。
开拓者的“双枪”迈克
勒姆、利拉德带动球队
继续发力，努尔基奇也
在内线频频制造威胁，
顾此失彼的火箭追分
未果，无奈以 101：110
吞下失利。

哈登此役砍下 38
分 ，但 命 中 率 不 足 四

成；努尔基奇则为开拓者贡献25分、
15个篮板。

猛龙来到密尔沃基，与雄鹿展开
了正面对决，这场事关东部头名的争
夺显得一波三折。

上半场先发制人的雄鹿多次领
先，但总能被猛龙逐步追上。易边再
战，猛龙打出7：0的开局，随后西亚卡
姆命中远投，客队取得了 12 分的优
势。“字母哥”安特托昆博携手米德尔
顿在末节发起反扑，并一度反超比
分，但猛龙随即用一波12：0再度拉开

比 分 。 最 终 猛 龙 以
123：116成功“猎杀”雄
鹿。

此役，猛龙的 123
分中有118分是首发球
员所得，伦纳德与西亚
卡姆各得30分，后者同
时创下生涯得分新高；

“字母哥”则空砍43分、
18个篮板。

西部“领头羊”掘
金在主场取胜，面对来
访的黄蜂，他们在末节
奠定胜势。依靠约基
奇在决胜时刻独得的
12 分 ，掘 金 最 终 以
123：110 胜出，这名塞
尔维亚球星更是全场
豪 取 39 分 和 12 个 篮
板。

新华社墨西哥城1月5日电 阿根廷传奇球星马
拉多纳的律师马蒂亚·莫拉4日透露说，球王马拉多
纳将在2019年继续担任墨西哥第二级联赛球队多
拉多斯队主教练。

莫拉4日表示，马拉多纳将在整个赛季继续执
教多拉多斯队。在阿根廷接受常规医疗检查后，他
将回归到球队的日常训练中。

当日接受体检后，马拉多纳因胃部出血而入院
接受治疗，当天晚些时候已经出院。据接近马拉多
纳的人士透露，他目前没有大碍。也有消息称，马拉
多纳可能需要接受进一步检查。

多拉多斯队4日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说，球队
已将马拉多纳注册为春季联赛主教练，但由于健康
原因，他将在晚些时候参与训练和比赛。

其他战报
鹈鹕133:98骑士
爵士110:105活塞
马刺108:88灰熊
76人106:100独行侠
勇士127:123国王
1月7日
07:00 热火VS老鹰
08:00 奇才VS雷霆
08:30 步行者VS猛龙
09:00 黄蜂VS太阳
1月8日
08:00 马刺VS活塞
08:30 篮网VS凯尔特人
09:00 灰熊VS鹈鹕
09:00 爵士VS雄鹿
09:00 掘金VS火箭
09:30 湖人VS独行侠
11:00 尼克斯VS开拓者
11:00 魔术VS国王

开拓者终结火箭六连胜开拓者终结火箭六连胜 雄鹿不敌猛龙

新华社石家庄1月6日电（记者杨帆）6日，CBA
第29轮继续进行，郭艾伦得到33分，带领辽宁队轻
取浙江，拿下辽宁男篮常规赛历史上最长的18连胜
纪录。山东队则有六位球员得分上双，以117：89战
胜福建队，终止两连败。

近来势头正盛的辽宁队此役面对浙江队，开场
后他们先发制人，哈德森和韩德君里突外投压制对
手，首节以32：20领先对手12分。次节比赛，浙江队
外援布兰登·保罗开启得分模式，单节得到14分，不
过当晚郭艾伦表现抢眼，上半场 7 投全中、砍下 20
分，辽宁队以62：42领先浙江队进入下半场。

易边后浙江队拿辽宁没有太多办法，最终辽宁
队以123：95战胜对手。从本赛季第12轮到本轮的18
连胜也创造了辽宁男篮CBA常规赛最长连胜纪录。

上轮客场溃败后，山东队此役迅速进入状态，以
35：21领先结束首节。次节山东队多次发起进攻狂
潮，一度领先25分，福建努力追分，上半场山东队以
57：44 领先。渴望胜利的山东队在易边后遭遇挑
战，福建队第三节一开始把分差缩小到个位数，随后
两队飙起了三分球，山东队以96：66的巨大优势进
入末节，并最终轻松获胜。

在当天进行的其他比赛中，同曦以84：90负于广
州；北控以97：110负于吉林；广东以142：105战胜江
苏；青岛以98：91战胜八一；上海以92：104负于北京。

马拉马拉多纳多纳

将继续执教多拉多斯

辽宁创造队史连胜纪录

新华社巴黎1月6日电 据法国媒体《队报》报
道，西班牙中场法布雷加斯即将离开英超切尔西俱
乐部，加盟法甲球队摩纳哥。

现年31岁的法布雷加斯5日作为场上队长参
加了英足总杯第三轮切尔西对阵诺丁汉森林的比
赛，蓝军最终凭借莫拉塔的进球以2：0胜出。已经
被提前替换下场的法布雷加斯赛后回到场上，向斯
坦福桥的球迷挥手致意。据《队报》报道称，这将是法
布雷加斯在切尔西效力的最后一场比赛，6日他就将
与摩纳哥俱乐部就转会问题进行谈判。

2014年6月，法布雷加斯从巴萨转会来到切尔
西，在斯坦福桥效力的五个赛季中，他随队两次赢
得联赛冠军，并且在 2014-2015 赛季和 2017-2018
赛季分别捧起联赛杯和足总杯冠军奖杯。不过本
赛季法布雷加斯并没能融入主帅萨里的战术体系，
联赛中仅有六次出场机会。

曼城则以 7：0 大胜英冠球队罗瑟汉姆。埃弗
顿、阿森纳等英超球队也都击败各自对手晋级。

《队报》：

法布雷加斯即将加盟摩纳哥
英足总杯 1月8日 03:45 狼队VS利物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