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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季后赛首轮对阵
4月14日
02:30 篮网VS76人
05:00 魔术VS猛龙
08:00 快船VS勇士
10:30 马刺VS掘金
4月15日
01:00 步行者VS凯尔特人
03:30 雷霆VS开拓者
07:00 活塞VS雄鹿
09:30 爵士VS火箭

第19095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6655064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78666元
开奖结果：1 1 4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3571注4296注0注

本地中奖注数11注25注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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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638455.7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97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9700000元

第19095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12073116元
开奖结果：1 1 4 5 3

本期中奖情况

232126715.9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6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9041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2 03 07 11 13 24 26
特别号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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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4
639
7514
12390
92900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0
0
26
57
365

每注奖金（元）
855346
81461
2395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7215810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28136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总 计

中奖注数0注9注203注2606注35003注402965注440786注

每注奖金 -46825元1800元300元20元5元-

应派奖金合计0元421425元365400元781800元700060元2014825元4283510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9041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6482400元
开奖结果：6 0 2 5 8 5 1

本期中奖情况

36462121.9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6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奖号码: 9 3 5

青海省销售总额：989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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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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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0

389
0
0
1
1
0
0
1
3
3
0

0
4
0

1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6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328640

0
67297

0
0

606
86
0
0
16
30
6
0

0
416
0

19
0
0
0
0

中奖总金额：397116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9095期

意甲
4月13日
21:00 斯帕尔VS尤文图斯
4月14日
00:00 罗马VS乌迪内斯
02:30 AC米兰VS拉齐奥
4月15日
00:00 切沃VS那不勒斯
02:30 弗罗西诺内VS国际米兰

德甲
4月13日
21:30 斯图加特VS勒沃库森
4月14日
00:30 多特蒙德VS美因茨
21:30 杜塞尔多夫VS拜仁

F1大奖赛中国站
4月13日 14：00 排位赛 CCTV-5
4月14日 14：10 正赛 CCTV-5

新华社巴黎4月11日电（记者苏斌）欧联杯四
分之一决赛首回合较量11日战罢，阿森纳在主场
以2：0击败意甲球队那不勒斯。

“能够零封对手并取得两粒进球，我们感到满
意。”赛后拉姆塞说。

那不勒斯主教练安切洛蒂表示，队员们一开
始缺乏勇气与特点，这让他有些诧异。改变现在
的局面有些困难，但接下来将主场作战，球迷会给
球队带来帮助。

另一支英超球队切尔西在尾声阶段斩获进
球，客场以1：0小胜布拉格斯拉维亚。

相比三天前的联赛，切尔西主教练萨里对首
发阵容作出七处调整。面对布拉格斯拉维亚，“蓝
军”踢得并不轻松，僵局直到第86分钟才被打破，
阿隆索接到威廉的助攻头球破门。

本菲卡与法兰克福上演进球大战，最终本菲卡
以4：2告捷。年仅19岁的本菲卡球员费利什大放异
彩，成为欧联杯完成“帽子戏法”的最年轻球员。

在比利亚雷亚尔与瓦伦西亚的“西甲内战”
中，格德斯开场第六分
钟为客场作战的巴伦
西亚首开纪录，主队在
第 36 分钟通过卡索拉
的点球扳平比分。两
队带着 1：1 的比分进入
伤停补时后，瓦伦西亚
突然发力，瓦斯与格德
斯先后破门。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13日，西甲联赛将
迎来一场亚洲德比，西班牙人在主场迎战阿拉维斯，
武磊与乾贵士的交锋成为比赛一大看点。西班牙人
剑指本赛季第二次连胜，而连续11次入选球队大名
单的武磊能否再次踢满全场，值得关注。

《阿斯报》指出，这将是西甲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中国球员对决日本球员的一幕。不过相比经验而
言，乾贵士的西甲经验要远远高于武磊。

乾贵士有着丰富的留洋经验，2011年他就远赴
德国踢球，2015年他从法兰克福转会加盟埃瓦尔，效
力三个赛季并取得成功，一度攻破过巴萨的球门。
本赛季，乾贵士加盟皇家贝蒂斯，因为得不到出场机
会，他以租借的形式加盟阿拉维斯。

对乾贵士而言，对阵西班牙人他有着美好的回
忆。2016年1月10日，埃瓦尔以2：1击败西班牙人，
乾贵士收获西甲生涯第一粒进球。

上轮对阵赫罗纳，西班牙人从客场带走久违的3
分，从而结束了此前四轮不胜以及去年10月以来的
客场10轮不胜的尴尬纪录。此役，若能在主场拿下
阿拉维斯，西班牙人将取得本赛季第二次联赛连胜，
如果收获连胜，西班牙人将进一步迫近积分榜上半
区（落后排名第十的皇家社会2分）。

登陆西甲后的前十场比赛，武磊七次首发，但只
有对阵韦斯卡、塞维利亚以及赫塔菲的比赛，武磊踢
满全场，其他四场比赛均中途被换下。在与赫罗纳
的比赛中，武磊绝对是西班牙人前场威胁最大的球员，
他的下场间接导致对方的攻势升级，并一度扳平比
分。此役，我们期待武磊能够再次踢满全场，或许进球
运也能够随之到来。

对于武磊，洛佩斯
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一直在谈论武磊
遇到的困难，但在进攻
上他表现得很出色，我
们必须给他更多时间来
发挥自己的才能。”

亚洲德比：武磊今战日本名将
今日 19:00 西班牙人VS阿拉维斯

欧联杯：蓝军小胜

枪手击枪手击退那不勒斯退那不勒斯

新华社巴黎4月11日电（记者苏斌）没能更早
锁定法甲冠军，反倒让巴黎圣日耳曼球员德拉克斯
勒觉得“因祸得福”。德国边锋11日表示，如果本周
末客场在里尔身上全取三分，提前完成卫冕，就能很
好地说明“大巴黎”如今是法国最强的俱乐部。

巴黎圣日耳曼7日本来有机会拿到近七个赛季
中的第六个法甲冠军，率先完赛的里尔收获一分，只
要“大巴黎”在王子公园球场战胜斯特拉斯堡就能夺
冠，不过最终他们以2：2战平对手。

目前巴黎圣日耳曼仍以20分优势领跑积分榜，
只要他们能在14日与里尔的正面对话中拿到平局，
就能确保冠军到手。

“现在情况还不错。如果我们客场取胜，能够证
明冠军实至名归。对手在本赛季的表现十分出色，
如果我们踢出精彩的比赛，每个人就会说，巴黎圣日
耳曼是法国最强的球队。”德拉克斯勒说道。

巴黎圣日耳曼11日通过社交媒体透露，缺阵两
个多月的巴西球星内马尔已经重新投入训练。

内马尔在1月23日
对阵斯特拉斯堡的法
国 杯 比 赛 中 脚 部 受
伤 ，自 此 以 后 高 挂 免
战牌。

在内马尔缺阵的
日子里，“大巴黎”在欧
冠 16 强战中被曼联淘
汰出局，不过他们现在
距离法甲卫冕仅一步
之遥。

内马尔已经重返
训练场，而至于他何时
能登场参赛，目前还没
有准确时间。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14
日凌晨，NBA 季后赛首轮将拉开战
幕，虽然比赛还没开打，但关于季后
赛的预测已经开始盛行起来，而美媒

《the.nba.ace》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季
后赛预测。

美媒预测中，雷霆将与勇士会师
西部决赛，卫冕冠军勇士的实力自然
不用多提，他们淘汰快船、火箭都没
有太大悬念，雷霆在本赛季的发挥并
不稳定，显然美媒更看好雷霆能打出
自己的最佳状态，一旦他们在季后赛
高水平发挥，那么一路杀进西部决赛
的可能性确实很高。在
这份预测中，常规赛战
绩第二的掘金将在首轮
被马刺“黑七”，至于许
多球迷都关心的火箭，
从他们战绩掉到西部第
四的那一刻起，或许就
已经失去了进入西部
决赛的希望，美媒预测
火箭将在次轮出局。

美媒预测中，东部
季后赛首轮的局面基
本和常规赛战绩一般，

没有任何奇迹发生，而在美媒关于东
部次轮的预测中，凯尔特人将击败本
赛季常规赛战绩第一、拥有MVP级别
球星安特托昆博的雄鹿，猛龙将击败坐
拥四大球星的76人，一旦预测成为现
实，那么凯尔特人、猛龙在今夏分别留
住凯里·欧文、科怀·伦纳德的可能性估
计会瞬间放大。美媒预测中，凯尔特
人将与猛龙在东部决赛碰面。

雷霆拥有足够的爆发力，但是考
虑到他们在首轮和次轮的消耗，到了
西部决赛面对五星勇士时，他们的爆
发或许就不足以支撑雷霆继续走下

去，凯尔特人与猛龙的
实力差距其实非常接
近，假如这两支球队进
入东部决赛，那么估计

“抢七大战”是大概率事
件，而美媒自然更看好
猛龙一些。至于他们预
测勇士将夺得本赛季总
冠军，那其实在赛季初
我们就已经有了答案。

当然，这只是美媒
的一份预测，不用去细
究太多。

美媒预测：雷霆勇士将会师西部决赛
NBA季后赛首轮 4月14日 02:30 篮网VS 76人 05:00 魔术VS猛龙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12日消息，尽管带
领球队击败了曼联，但梅西在梦剧场的受伤很是让
人担心。赛后，巴萨主帅巴尔韦德与加泰罗尼亚媒
体都透露梅西整场比赛感觉很不舒服，呼吸都有些
困难，需要进行进一步检查看看鼻骨是否出现了骨
折。一天后，好消息传来，梅西的伤势并不严重，理
论上甚至可以参加今日对阵韦斯卡的联赛。

通过进一步检查后，排除了鼻骨骨折与鼻腔破
裂的可能性，梅西的鼻子属于严重淤伤，只需要休息
几天就行。医生指出血肿在48小时内完全消除的
可能性不大，但如果想要参加与韦斯卡的比赛也没
有太大问题。当然这只是理论可能，即便没有这次
受伤，由于在联赛中已遥遥领先，梅西等主力也会在
本周末轮换休息。

如果考虑到下周对阵曼联的次回合比赛，那也
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在正常情况下那时血肿会完全
消除，即便还没有消除，梅西也可以带上面部护具参
加比赛。

又讯 西班牙足协竞赛委员会宣布，对在上轮西
甲联赛中因辱骂裁判被罚下的马竞前锋迭戈·科斯
塔处以8场禁赛的处罚。此外，迭戈·科斯塔和马德
里竞技俱乐部还需要分别缴纳6010欧元和2800欧
元的罚款。

如若这一处罚得到执行，迭戈·科斯塔的本赛季
将提前结束。目前马竞俱乐部仍有权就迭戈·科斯
塔受到的禁赛处罚展开上诉。

新华社广州4月12日电（记者荆
淮侨）中超联赛第五轮广州富力对阵
上海申花的比赛12日开打。依靠补
时阶段申花乌龙送礼，富力在主场以
2：1绝杀对手，取得联赛首胜。

联赛前四轮富力未尝胜绩，这对
于冬窗投入巨大的他们来说无疑难
以接受，主帅斯托伊科维奇也面临极
大压力。此役在主场
面对申花，富力的唯
一 目 标 就 是争取胜
利。两队此前交手14
次，富力仅取得3胜，并
不占据任何心理优势。

此役，邹正迎来
转会后的首秀，但他
与唐淼的组合并未让

富力的进攻有起色。第17分钟，登贝
莱因伤离场，富力前场的支点又少了
一个。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

下半场，富力的进攻开始有了起
色。第64分钟，富力开出角球，萨巴
大禁区外起球，扎哈维门前迎球一
顶，富力以 1：0 领先。第 85 分钟，伊
哈洛在禁区被拉倒，裁判通过 VAR

回看后判罚了点球，伊
哈洛操刀命中，将比分
追成 1：1。补时阶段，
姜积弘门前头球打在
朱建荣身上，被后者挡
入球门。

凭借这一记乌龙
球，富力以 2：1 艰难取
胜。

申花自摆乌龙助申花自摆乌龙助富力取赛季首胜

4月13日
15:30 重庆斯威VS河北华夏幸福
19:35 深圳佳兆业VS江苏苏宁
19:35 天津泰达VS天津天海
4月14日
15:30 北京人和VS广州恒大
17:30 山东鲁能VS大连一方
19:35 北京国安VS河南建业
19:35 上海上港VS武汉卓尔

4月13日
22:15 韦斯卡VS巴塞罗那
4月14日
00:30 马德里竞技VS塞尔塔
4月16日
03:00 莱加内斯VS皇家马德里

英超
4月13日
19:30 热刺VS哈德斯菲尔德
4月14日
00:30 曼联VS西汉姆联
21:05 水晶宫VS曼城
23:30 利物浦VS切尔西
4月16日
03:00 沃特福德VS阿森纳

梅西面部伤势无碍

德拉克斯勒：正面击败里尔

方显大巴黎法甲最强地位

4月15日 03:00 里尔VS巴黎圣日耳曼

CBA联赛半决赛第三回合
今日 19：35 深圳VS广东 CCTV-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