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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提供上门服务，报名就送精美礼品
林芝桃花节+布达拉宫+大昭寺+羊湖双卧8日 2280元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 2880元 北京+天津单飞单卧6日 2280元
成都+峨眉山+乐山+青城山+都江堰双卧7日 2080元 +重庆8日 2280元
厦门+鼓浪屿+武夷山纯玩双飞7日 1290元 海南双飞6日 285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双飞6日 2280元 +三峡11日 3280元
南昌+庐山+景德镇+婺源双飞6日 3180元 重庆+贵州双飞6日 1290元
新疆/天池+吐鲁番+鄯善双飞5日 2280元 华东五市双飞6日 2480元
贵州双飞5日 2280元 +桂林8日 3180元
海南+北海+桂林三飞10日 3750元 重庆+三峡+武汉双卧7日 3080元
山西平遥+云冈石窟+五台山双卧6日 1250元 西安+延安双动六日 1980元
另有全国各条精品线路和私人订制高品质线路，欢迎来电咨询！

大型夕阳红旅游专列走进青海
广州、深圳、珠海、香港、海洋公园、珠港澳大桥、
澳门、桂林、阳朔、张家界夕阳红专列13日
活动价格：上铺：2280元中铺：2580元下铺：2880元
出发时间：第一期3月16日发团；第二期4月22日发团
百事通旅游金旅商务东稍门店报名地址：东稍门路北公交车站旁
咨询电话 13209788049 0971-7733559 13086268211

十八年海天旅行社

总社地址；城西区五岔路口燃气公司旁21世纪大厦13楼
城北；【小桥医院】向北十字路口农行对面
5506386 湟中；县广电局门口0971-2229011
节假日正常营业/可上门服务/赠送双肩包及遮阳帽

L-QH-00032 24小时特价咨询6111116 13897252544
三亚/海南/海口双飞6日游2580元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0日3580元起
北京+天津单飞6日 2480元 厦门/鼓浪屿/土楼双飞8日 1799元
云南/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2680元起 昆明/大理/腾冲双飞7日1380元
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双飞6日（一价全含） 2180 元
贵州双飞6日2080元 贵州+桂林双飞10日3180元
张家界/玻璃栈道/凤凰古城双飞6日2380元 青岛双飞6日 1580元
四川成都双卧7日纯玩1780 元 更多省外路线及省内周边游电话咨询

本报综合消息 进入了CBA常规赛阶段的最后一个
窗口期，排名联赛第一的广东男篮表现出了超越任何一支
球队的求胜欲。北京时间20日上午，广东男篮正式宣布
更换外援，签下前CBA外援比斯利与“小科比”马尚·布鲁
克斯，原来的两名外援德莱尼将离队，威姆斯继续留队。

广东男篮签下迈克尔·比斯利和马尚·布鲁克斯，这
意味着广东队将会拥有CBA历史上进攻火力最强的两
位外援组合，对总冠军发起最强有力的冲击。

比斯利年少成名，身高达到2.08米的他今年30岁，
2008年NBA选秀首轮第二顺位被热火摘下，此后为森
林狼、太阳、热火、火箭、雄鹿、尼克斯、湖人等多支球队
效力。2014-2015赛季，比斯利加盟上海，当赛季斩获全
明星赛MVP殊荣。之后比斯利转投山东，他在全明星赛
上砍下63分19篮板13助攻，再度当选MVP，同时也成
为自王治郅之后又一位蝉联 CBA 全明星赛 MVP 的球
员。那个赛季，比斯利还成为常规赛外援MVP，帮助山
东男篮打进季后赛，但首轮即遭广东男篮淘汰出局。此
后比斯利回到NBA，直到本赛季被湖人交易到快船，随
即被裁掉成为了自由身。

比斯利曾在 CBA 效力了两个赛季，分别拿下场均

28.6 分和 31.9 分，在 NBA 都有
着进攻万花筒之称，如果他能
够替换威姆斯，将对广东队的
进攻火力有着进一步提升，同
时，他的篮板能力也非常出众，
在广东队缺乏内线轮转的情况
下，他的到来还会解放易建联，
并给阿联提供更多的休息时
间，广东队将会重回正常的一
内一外的外援配置。

而有着“小科比”之称的布
鲁克斯，今年 30 岁，2011 年的
NBA 选秀大会，布鲁克斯首轮
第 25 顺位被凯尔特人队选中，
而后被交易至篮网队，此后辗
转凯尔特人、勇士、湖人和灰熊
等队。2015-2016赛季，布鲁克
斯开始为江苏肯帝亚男篮效
力。在CBA的江苏队效力的三
个赛季里，他能够砍下 35 分、

36.2分和36.6分，其进攻实力之恐怖，几乎在CBA里难
寻敌手。况且布鲁克斯有着1米96的身高和足够强硬
的身板，三个赛季都超过40%的三分命中率也足够让人
胆寒，算上阿联，广东队现在拥有三位在CBA顶级的球
星，至少现在，他们已经在纸面实力上基本没有对手了。

广东队的这次连续变动，一定程度上的假想敌就是
辽宁队，众所周知，周琦很可能在下赛季转投辽宁，届时
的辽宁队将会更难撼动，而现在辽宁虽然也是兵强马
壮，却不是不可战胜，而广东队此刻的连续更换外援，就
是想要在阿联还在巅峰的时刻做最后的一拼，毕竟明年
的辽宁，肯定比今年更难对付。

为了战胜辽宁，此次广东的补强很有针对性。众所
周知，辽宁的锋线相对比较薄弱，辽粤首回合交手，威姆
斯就曾在半场砍下26分，周鹏也不断在低位坐打，让辽
宁吃尽了苦头，比斯利和布鲁克斯都可以打三号位，一
旦对上辽宁，将会让卫冕冠军的防线受到极大的冲击。

不过，由于季后赛已经临近，两名强援虽然个人能
力出众，但是能不能与队友发生良好的化学反应，两人
又适不适合小球的体系，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
这个问号能否被拉直，则需要时间来证明。

广东签下超强双援剑指冠军

新华社迪拜2月19日电 日
本选手大坂直美 19 日遭遇了女
单世界排名升至第一位之后的首
场败绩，这也是她与教练萨沙·巴
金分道扬镳之后的首场失利。

当日的比赛中，这位两次大
满贯冠军得主以两个3：6输给了
世界排名第 67 位的姆拉德诺维
奇，整场比赛持续了一个小时多
一点。

赛后，大坂直美抹了抹眼泪
表示，她还没完全适应世界排名
第一的位置。

她说：“我觉得我对这个位

置意味着什么还不是太明白。
去年的时候，我离这个位置还远
得很，大家都没怎么注意我，我
更习惯那样的氛围。”

大坂直美还说：“我不是特
别喜欢被关注，这种场面对我来
说有点难。”

大坂直美首轮轮空直接进
入第二轮，这场比赛她的发球出
了问题。她的二发得分率只有
19%，9个发球局只保住两个。

同日参赛的3位中国女单选
手张帅、朱琳和郑赛赛均被淘汰
出局。

本报综合消息 2 月 18 日
凌晨，中国男篮启程前往西亚，
他们即将在世预赛最后一个窗
口期中挑战约旦和叙利亚，北
京时间 2 月 23 日和 24 日，中国
男篮将先后客场对战约旦队和
叙利亚队。虽然相互之间已经
交过手，但无论是中国男篮，还
是约旦与叙利亚，这一次的阵
容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也
会导致比赛更具悬念，能否在
世预赛完美收官，还要看男篮
众将的发挥。

世预赛首次交手中国队取胜

世预赛第四窗口期，还未
合并的中国男篮由蓝队出战，
他们在主场迎战阿巴斯领衔的
约旦队。本场比赛之前，蓝队
刚在客场经过加时赛不敌黎巴
嫩队，而且此役在五棵松球馆
进行，“08 一代”男女篮的成员
几乎都来到了现场观战，令中
约之战更有看点的同时，也加
重了蓝队将帅的压力。

果不其然，蓝队一度被对
手压着打，约旦则在阿巴斯、达
瓦里和归化球员塔克的带领下
领先了14分之多。好在下半场
蓝队找到手感，在前辈们的注
视下完成逆袭，最终以88：79力
克约旦队，结束了世预赛 3 连
败。

红蓝两队在第五窗口期之
前完成合并，由李楠担任主教
练，新一届国家队招入了易建
联、郭艾伦等好手，实力强大，
合并后的中国男篮首场比赛面
对小组赛实力最弱的叙利亚队
志在必得，从比赛一开始就牢
牢压制住对手，一直处于大比
分领先的局面，最后以 101：52
狂胜叙利亚队。全场比赛，中
国男篮全场一共有 30 次助攻，
首节比赛就轰出一波31-4的冲
击波，一举奠定比赛的走势，水
银泻地一般的打法令人赏心悦
目，就此确定了中国男篮提速、
打法简化、利用空间和球员灵
活性特点的与世界篮球接轨的
打法。

中国男篮与对
手阵容均有变

虽然此前击败
过约旦和叙利亚，

但是本次出征的中国男篮与之
前相比变化巨大。之前中国篮
协公布了一份15人的集训大名
单，易建联、郭艾伦、周鹏等国
家队老将并没有入选，而陈林
坚和郭昊文则首次代表国家队
出战，说明李楠此次着重要考
察新人，为未来的国家队选拔
做准备。

而在 17 日上午的公开课
上，李楠透露，由于任骏飞、沈
梓捷和孙铭徽等在联赛中受
伤，所以他们将缺席本次世预
赛，球队临时从八一男篮征调
雷蒙入队。而且，内线遭遇的
伤病情况最为严重，只有周琦、
胡金秋和阿不都沙拉木三名内
线，所以翟晓川会根据比赛的
情况在某些时刻摇摆到四号
位。

所以此次国家队最大牌的
球员只有周琦，“大魔王”将自
去年雅加达亚运会后首次代表
中国男篮出战，但是他由于脚
部还有些肿，而且已经长时间
没有参加正式大赛，所以周琦
的状态并没有达到最好，这就
需要像赵睿、吴前等年轻球员
能够挺身而出，给周琦以支援。

从之前公布的阵容来看，
约旦队的变化也比较大，虽然
阿巴斯依然在阵中，但是现效
力于费内巴切的中锋达瓦里，
上一场对中国男篮砍下23分的
塔克，以及传言将顶替塔克、在
CBA多支球队效力过的邓特蒙
均榜上无名。所以，这支约旦
队就攻击力而言下降非常明
显，中国男篮若是能够排除客
场的干扰，顶住对手凶悍的防
守，就有取胜的机会。

而叙利亚因为成绩太差，
加上本身经济实力有限，以及
战争等因素，他们此次出战世
预赛的阵容和上一个窗口期相
比相差无几，中国男篮需要注
意的是他们身高2.21米的高中
锋阿尔扎维，但就实力而言，叙
利亚队远远比不过中国男篮。
值得一提的是，中叙之战将会
在中立场地黎巴嫩举行。

男篮世界杯预选赛
2月23日 01:30 约旦 VS 中国
2月24日 18:30 叙利亚 VS 中国

世预赛世预赛：：男篮再战西亚双雄男篮再战西亚双雄

丑闻后的美国体操协会丑闻后的美国体操协会

任命新掌门人任命新掌门人
迪拜网球赛

大坂直美爆冷落败

第19044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4112966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59362元
开奖结果：1 0 5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2644注0注5673注

本地中奖注数6注0注28注

单注奖金1040元346元173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青海省）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月2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381173.5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9019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4 11 19 20 23 27 29
特别号码

21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2
10
190
593
6451
10154
71808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1
2
1
21
18
259

每注奖金（元）
595474
17013
1790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5312422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16818元

中奖号码:0 2 0

青海省销售总额：606370元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通选一等奖
通选二等奖

和数2
1D

猜1D中1
猜1D中2
猜1D中3

2D
猜2D两同号
猜2D两不同

猜大小
猜三同
拖拉机
猜奇偶

中奖注数
198
64

0
0
0
0
0
0
0
0
1
3
0
0
0
5
1
1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72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205920
22144

0
0
0
0
0
0
0
0
10
6
0
0
0

185
19
6
0
0
0

中奖总金额：228290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9044期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34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3400000元

第19044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10291642元
开奖结果：1 0 5 7 4

本期中奖情况

213924939.1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9019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240747642元
开奖结果： 前 区 后区

04 11 19 25 32 01 02
本期中奖情况

奖等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合计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3注

1注

118注

37注

396注

461注

16322注

15068注

43761注

543334注

5769716注

-

每注奖金

10000000元

8000000元

334715元

267772元

10000元

3000元

300元

200元

100元

15元

5元

-

应派奖金合计

30000000元

8000000元

39469370元

9907564元

3960000元

1383000元

4896600元

3013600元

4376100元

8150010元

28848580元

142031824元

7344326745.4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月2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月2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新华社华盛顿2月19日电（记者王
集旻）美国体操协会19日宣布，该协会将
任命梁丽丽（Li Li Leung，音译）为协会新
一任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梁丽丽是该协会
过去两年时间里的第四位掌门人。现年
45 岁的梁丽丽曾是一名体操运动员，曾
代表母校密歇根大学征战过各项大学赛
事。此后，梁丽丽逐步涉足体育管理行
业，曾在美职篮（NBA）担任过高管。前
美国体操队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体操队队
医纳萨尔的性侵案，是美国体育史上最严
重的丑闻之一，包括数位奥运体操冠军在
内的数百位女性指控遭到纳萨尔性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