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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 4飞8日游 2780元 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一价全含无自费）1550元
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精品水乡+园林）双飞6日游一价全含 2380元
重庆印象武隆天坑地缝长江三峡三峡大坝双卧8日游 2780元 桂林双飞5日游1880元
贵阳黄果树瀑布西江苗寨荔波小七孔青岩古镇双飞6日游2280元 +桂林8日游328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天门山玻璃栈道大峡谷玻璃桥芙蓉镇凤凰古城 双飞6日游（纯玩品质无购物） 2880元
西安乾陵兵马俑法门寺华清池大明宫大雁塔钟鼓楼明城墙回民街经典双动车5日游 1980元
海口兴隆三亚北海桂林（品质精华景点）3飞 10日游（特价） 3280元
成都峨眉山乐山青城山都江堰双卧6日游 1680 厦门鼓浪屿土楼武夷山双飞8日 2880元
电话:13709733066 18797328428 0971--8216955
地址:西大街三颗榆对面（烧鹅仔）东侧铁门入3楼北座1—302室

西部之旅夕阳红精品线路L—QH00094

团团有全陪 品质保证 多年经验 老人的旅游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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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和：0972-8585233东大街：8189696 城西：8011111西门：6331333

“夕阳红”专列西宁/庐山/婺源/景德镇/武夷山/厦门/鼓浪屿/集美/土楼南
普陀/云台山/洛阳牡丹/直达空调品质旅游专列13日游（硬卧上铺2680
元、中铺2980元、下铺3280元/人；软卧上铺3680元、下铺3980元/人）
日本本州东京大阪京都奈良温泉赏樱8日游（西宁独立成团，1晚温泉酒
店，赠送青岛夜游）4月22日、5月15日、5月23日 6980元/人
俄罗斯双飞10日游6月8日（西宁独立成团） 6980元/人
澳大利亚、新西兰11日游（含签证小费，西宁起止）4月13日、20日、27日 12800元/人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品质12日游（全程0自费）4月2、6、9 日 4880元/人
深圳、港澳、港珠澳大桥8日游（一价全含，全程无自费，无购物单飞单卧） 4297元/人
仙境张家界双飞6日游 4月1日、11日2580元/人 25日2780元/人

总
社6125888 6372222 5111118

佳和国旅 西宁市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8236884 8210122 8245978

报名地址：城中区石坡街9号商铺 13639786087 城北区门源路朝阳公园北门 15500770041

1、周末去哪儿——刘家峡/炳灵寺2日游 惊爆价380元
2、烟花三月下扬州——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双飞6日游 （带全陪、接送机）1680元
3、洛阳牡丹花/龙门石窟/少林寺/云台山单飞5日游 2050元
4、荣耀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版纳4飞9日游 （带全陪、接送机）2780元
5、北京天安门/故宫/长城 //天津双飞品质6日游 （带全陪、含送机）2380元
6、长沙/韶山/张家界/天门山双飞6日游1780元+桂林双卧10日游 （带全陪、含送机）3280元
7、魅力厦门——鼓浪屿/武夷山/土楼双飞双动8日游 （带全陪、含送机）2880元
承接各企事业单位工会组织的郊游踏青活动、户外拓展训练等（提供正规发票）

★国家旅游局指定台湾组团社 ★中央直属企业 ★连续五年青海省综合业绩排名第一（2012-2016）★青海旅游行业示范单位
L-QH-CJ0008中国旅行社总社(青海）有限公司
地址：西宁市水井巷商务区悦玺公寓4号楼1单元17楼 出境游8560999、国内游5111110、台湾游8560888

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2480元（白天航班西宁14:40起飞）4月3、6、9、12、15、18、22、25、29日发团 无自费

台湾
电话详细咨询

营业网点分布：柴达木路13997013469 昆仑西路18697262387 小桥柴达木巷5512210 城北门市部8823489 人民公园8060132 南山路8820440 康乐6361606 文化街8237598 胜利路8219709 同仁路8588141 气象巷5125170 湟源2473093 大通2791999
金羚大街15297021588 海晏路6164446 文成路8176808 文景路7928038 乐都0972-8625111 海南0974-8528811 贵德0974-8555550 民和0972-8535200 民和官亭0972-8411777 互助0972-8389963 德令哈0977-8210056 平安13897688808

西宁直飞芽庄双飞8日游4月2/6/9/13/16/20/23/27/30日 3580元/人
悠享芽庄双飞8日游4月18/25日西宁起止 3380元/人
缅甸双飞6天4晚游4月2/9/16/23/30日西宁起止 4199元/人
港澳双飞6日游4月4/8/11/15/20/23日西宁起止 3880元/人
巴厘岛9天4月6/17/25日5月6/16/23/30日 4980西宁成团
沙巴7天4月每周三/五/日 3999起
斯里兰卡7天 4月每周二/四/六 7580（一价全含）
马尔代夫9天4月每周一/三/六 9999起
日本7日游4月8日 7380元 日本7日游4月25日8080元
韩国7日游 4月6/13/20/27日 3500元 +济州岛4780元
迪拜八日游4月4/6/11日 4980元埃及十日游4月4/11/18/25日7399元

俄罗斯金环三镇10日4月6日5999元4月20日6599元
俄罗斯双首都+双庄园经典10日4月15日 6580元

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2480元 张家界双飞7日游1980元至2780元不等
重庆、长江三峡涉外游轮双卧7日游 3680元
福建双飞8日游2580元至3680元不等 青岛、大连单飞7日游2580元
贵州双飞6日游2280元至2980元不等 海南、北海、桂林3180元

新华社吉隆坡4月7日电（记者
林昊 郁玮）在老对手李宗伟的注视
下，林丹用一个前场扑杀赢下决胜
分，他并没有激情庆祝，而是转身走
向后场，蹲下，用手捏住鼻梁，似乎在
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7 日，林丹在马来西亚羽毛球公
开赛决赛战胜队友谌龙，拿到了今年
的第一个冠军。“夺冠肯定了自己前
段时间的训练，还有自己团队的配
合，最主要是通过这一站收获了信
心，”林丹赛后说。

自去年以来，林丹的成绩逐渐下
滑，今年以来也是如此。此前最好成
绩仅仅是打进泰国大师赛决赛，最终
输给了 22 岁的新加坡选手骆建佑。
此后印尼大师赛、德国公开赛和全英
羽毛球公开赛，林丹都是“一轮游”或

“二轮游”，瑞士公开赛也只是打进了
八强。

马来西亚公开赛开始时，林丹的
世界排名是第16位。首轮比赛，他面
对的3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
比赛中一度落后，“一轮游”似乎将再

次重演。然而林丹上演大逆转，连得
9分赢下次局，进而拿下比赛。

直至决赛，每场比赛林丹都赢得
不轻松。林丹认为，自己这几场表现
都不错，马来西亚球馆的风向相对比
较大一些，对很多运动员来讲都是一种
考验，多场三局比赛耗费了不少体能和
精力，能打下来说明体能储备不错。

林丹说，现在心态更坚决了。林
丹还提到，他现在要面对 1996 年、
1997年甚至1998 年出生的球员。“只
要你在赛场上，所有的运动员都比
你更年轻，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自己
的心态摆正，要接受一些不好的声
音，但尽量不要放弃自己的努力，”林
丹说。

当天决赛后，去年患病仍在恢复
当中的李宗伟出现在现场，为林丹和
谌龙颁奖。满36岁的李宗伟和今年
10月将满36岁的林丹，依然在为奥运
梦想而努力。

对于李宗伟给他颁奖，林丹感到
高兴，他说：“我们一定会在赛场上见
面。”

新华社华盛顿4月6日电 6日，NBA常规赛继
续进行，面对缺少“字母哥”安特托昆博的雄鹿，篮网
依靠拉塞尔的关键发挥在客场以133：128取胜。76
人则在恩比德的带领下以20分的优势轻取公牛，终
结了近期的三连败。

篮网此番在客场遭遇雄鹿，开场后不久，状态火
热的拉塞尔便连中两记远投，带领客队打出10：3的
攻势。雄鹿并无太多办法遏制住对手，首节战罢，篮
网以34：26领先。次节拉塞尔跳投得手后，分差一
度来到13分，但此后雄鹿众将下起的一波“三分雨”
让对手的领先优势消失殆尽。半场战罢，篮网只领
先1分。易边再战，乔·哈里斯连得6分，篮网用一波
8：0的小高潮拉开比分，雄鹿只能依靠外线远投追赶
比分。第三节篮网以108：96领先。末节，布莱德索
里突外投，携手康诺顿将分差缩小，随后双方陷入僵
持之中。最后时刻哈里斯命中远投，拉塞尔随即也
突破得手，帮助篮网获胜。

此役，篮网共有8人得分上双，拉塞尔贡献25分
和10次助攻。雄鹿的布莱德索砍下全场最高的33
分和11次助攻。

此前三连败的 76 人来到客场挑战公牛。首节
主队一度连中远投，不过恩比德联手西蒙斯连续得
分，很快便将局势扭转。
半场结束，76人领先8分。
第三节，客队在进攻端多点
开花，公牛则陷入了“得分
荒”。哈里斯上篮命中后，
76 人已手握 20 分优势。
末节76人继续稳扎稳打，
成功将优势转化为胜势，
最终以116：96大胜对手。

此役，恩比德砍下20
分、10 个篮板，桑普森为
公牛砍下29分。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8日晚，CBA联赛半
决赛第一回合较量将正式打响，首场比赛由广东队主
场迎战深圳队。从账面实力看，广东队居于上风，又
挟四分之一决赛横扫江苏之势占据优势。保留了充
沛体能的易建联，将成为广东队最主要的优势强点。

此前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广东队显现出全
方位辗压对手的实力，以3：0横扫江苏队，半决赛对
他们的考验则是需要尽早进入高强度状态。

相比广东队的轻松过关，深圳队闯进半决赛显
得异常艰难。在对阵北京队的比赛中，深圳队连丢
两个主场，身处被淘汰的边缘。不过深圳队在第二
场换回了小外援拜克斯，经过短暂调整后他们便在
北京的主场连赢两场，扳平了总比分，最终深圳队获
胜。深圳淘汰北京队也成为CBA季后赛24年历史
上首支以总比分0：2落后完成大逆转的球队。

在对阵江苏队的三场比赛中，易建联场均只打
了18.7分钟，储备了充足的体能，这有利于他在半决
赛中全力出击。由于深圳队没有内线外援，所以易
建联的发挥将更加如鱼得水。

李慕豪在对阵北京的系列赛中担负重任，论综
合实力与比赛经验，他比起易建联稍逊一筹，需要在
相互对位中，以年轻人的活力和冲击力去弥补个人
能力的不足。

布鲁克斯加盟广东队以来，持球突破、后仰跳
投、组织串联均表现出色，比起巅峰期唯一未能恢复
的是三分投射能力，六场比赛下来他的远投命中率
只有25%。与深圳队的半决赛，能否重现一个状态
神勇的布鲁克斯对球队非常重要。

在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场换回拜克斯，是深圳队
能够起死回生的关键所在。拜克斯的突破、投射和串
联都具备相当的功底，且在CBA已浸染多年熟悉比
赛节奏。不得不说，他将是深圳对抗广东队的强点。

广东队实力强大，不仅因为进攻更为重要的是
防守，广东队的防守强度大，常常迫使对手出现不该有
的失误，并能抓住机会打起快速反击。深圳队想要赢
得胜利就必须掌
控场上的节奏，不
能让广东队快起
来，更不能陷入对
方的节奏中。这
一系列赛广东队
会 以 大 概 率 胜
出，悬念只是打
几场的问题。

广东德比：深圳恐难再创奇迹

广东VS深圳半决赛赛程（主队在前）
4月8日：广东VS深圳
4月10日：广东VS深圳
4月13日：深圳VS广东
4月15日：深圳VS广东
4月17日：深圳VS广东（如有需要的话）
4月20日：广东VS深圳（如有需要的话）
4月22日：广东VS深圳（如有需要的话）

林丹林丹：：不放弃自己的努力

CBA联赛半决赛第一场 今日 19：35 广东VS深圳 CCTV-5 明日 19：35 辽宁VS新疆

篮网擒雄鹿篮网擒雄鹿 7676人胜公牛

4月8日
06:00 独行侠VS灰熊
07:00 老鹰VS雄鹿
07:00 太阳VS火箭
07:30 奇才VS尼克斯
07:30 魔术VS凯尔特人
08:30 快船VS勇士
09:00 鹈鹕VS国王
09:00 掘金VS开拓者
09:30 爵士VS湖人

●北京时间4月7日进行的斯诺克中国公开
赛决赛中，罗伯逊延续了本赛季的神勇状态，打
出两杆破百，最终以11：4大胜利索夫斯基，拿下
职业生涯第16个排名赛冠军，从而超越塞尔比
升至八零后榜首。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