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超
5月5日
02:45 纽卡斯尔VS利物浦
21:00 哈德斯菲尔德VS曼联
21:00 切尔西VS沃特福德
23:30 阿森纳VS布莱顿
5月7日
03:00曼城VS莱斯特城
西甲
5月4日
22:15西班牙人VS马德里竞技
5月5日
02:45塞尔塔VS巴塞罗那
22:15皇家马德里VS比利亚雷亚尔
意甲
5月4日
02:30 尤文图斯VS都灵
5月5日
02:30 乌迪内斯VS国际米兰
5月6日
00:00 热那亚VS罗马
5月7日
02:30 AC米兰VS博洛尼亚
德甲
5月4日
21:30 拜仁慕尼黑 VS汉诺威96
21:30 柏林赫塔 VS斯图加特
5月5日
00:30 不莱梅 VS多特蒙德
19:30 沙尔克04 VS奥格斯堡
5月6日
00:00 勒沃库森 VS法兰克福
中超
5月4日
15:30 武汉卓尔VS天津泰达
17:30上海上港VS广州富力
19:35 广州恒大VS北京国安
19:35 山东鲁能VS河北华夏
5月5日
15:30北京人和VS河南建业
19:35江苏苏宁VS大连一方
19:35深圳佳兆业VS上海申花
19:35天津天海VS重庆斯威

周末看台

5月3日
08:00 猛龙VS 76人
5月4日
08:00 雄鹿VS凯尔特人
10:30 掘金VS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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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雪梅 校对/ 娟妮

香格里拉
售票处 飞机票、火车票、国内外旅游、签证、租车、订酒店联系电话：0970-7680723/7680726

祁连双飞两日游 特价666元

更多信息，关注我们

养生温泉、壮丽雪山、神圣寺庙，一价全含

CBA联赛总决赛第四场 今日 19:35 新疆VS广东 CCTV5

CBA联赛总决赛剩余赛程
5月3日 19:35 新疆VS广东
5月6日 广东VS新疆（如有需要的话）
5月9日 新疆VS广东（如有需要的话）
5月12日 广东VS新疆（如有需要的话）

青海青海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湖国际旅行社咨询电话 :8210977 8245707

报名地址：南大街18号锦园大厦4楼（大十字西宁书城正对面）其他线路来电详询

L-QH-CJ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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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新马 12日游 5999元
首尔济州岛7/8日 3880元
日本8日游 6980元
俄罗斯8/9日游 6980元
南非8日游 9800元
北欧10日游 14200元
德法意瑞15日游 13500元

新疆双飞8日 2980元
青岛双飞6日游 2980元
贵州桂林漓江双飞双动8日 3280元
张家界双飞6日 2680元
腾冲瑞丽三飞6日游 1980元
佛教四大名山12日游 5800元
夕阳红贵州6日游 1980元

青海金天下国际旅行社
宁旅[2013]18号 本公司提供上门服务，报名就送精美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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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芝+布达拉宫+大昭寺+羊湖双卧9日 2550元 贵州双飞6日 2050元
昆明+丽江+大理+版纳四飞8日 2350元 重庆+贵州双飞7日 1590元
山东全境/济南+泰山+青岛+大连单飞单卧9日 3050元 桂林双飞5日 195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双飞6日 2650元 +桂林单飞9日 3080元
南昌+井冈山+庐山+三清山+婺源+景德镇+九江双卧10天 3460元
厦门/鼓浪屿+武夷山+土楼+婺源双飞8日 2350元 华东五市双飞6日 1950元
桂林+贵阳双飞8日 3180元 重庆+三峡三卧单动7日 2350元
山西平遥+云冈石窟+五台山双卧6日 2150元 北京+天津单飞6日 2250元
昆明+腾冲/芒市/瑞丽双飞6日 2880元 井冈山+南昌+宜春双飞6日 2250元
成都/峨眉山+乐山+青城山+都江堰双卧6日 1950元 +重庆双卧7日 2080元

新疆/天池+吐鲁番+喀纳斯双飞8日 2980元 海南双飞6日 2450元
稻城亚丁双卧双汽9日 2480元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0日 2950元
西安+延安双动4日 1480元
青海湖一日游+茶卡两日游 电询 宁夏沙坡头休闲2日游 580元
青海湖+塔尔寺+茶卡+原子城两日游 560元 嘉峪关方特双动2日游 980元
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祁连3日游 960元 张掖+敦煌+嘉峪关双动3日 1880元
青海湖+茶卡+贵德+祁连4日游 1280元 张掖+敦煌+嘉峪关双动4日 2880元
青海+甘肃大环线6--9日游 电询 甘南+色达汽车8日 2460元
坎布拉地质公园+莲宝叶则+拉卜楞寺+郎木寺+扎尕那深度5日游 1780元
西宁+拉卜楞寺+桑科草原+扎尕那+花湖+郎木寺精华纯玩6日游 1660元

135197728290971-8254210
总社：西关大街32号（文翔花
园B座1061室）

18194744404 0972-8313377
互助分公司：互助县威远镇西大
街7号2幢1单元111室

17717314156 0971-8568516
城中营业部：西宁市城中区总寨
镇南京路60号21号60-5

13709722065 15597448866
八一路报名点：西宁市城东区八
一路35号

青海天天假期国际旅行社
西宁市十佳旅行社 0971-6182638 18997184601
北京/天安门/天坛/颐和园/圆明园/长城/鸟巢/水立方双飞6日 带全陪 2180元
上海/苏州/南京/无锡/杭州/宋城千古情/灵山大佛双飞6日 带全陪 2380元
昆明/石林/九乡/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 带全陪 3060元
张家界/天门山/袁家界/湘西苗寨/凤凰古城/黄龙洞双飞6日 带全陪 2780元
贵州/黄果树/天星桥/千户苗寨/荔波大小七孔/下司古镇/双飞6日 2980元
西安/兵马俑/华清池/大雁塔双动4日1580元+壶口/延安6日 1880元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嘉峪关双动3日1380元+张掖丹霞4日 1680元
宁夏/沙湖/沙坡头/贺兰山/西部影视城双卧4日1280元+水洞沟5日 1680元
宁夏/沙坡头/通湖草原/黄河宫/3D玻璃桥2日580元+景泰石林3日 1080元
青海湖1日游200元 茶卡盐湖1日280元 张掖1日48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2日 480元
地址:西宁西关大街纺织品大楼1单元9楼(节假日正常营业/赠保险/旅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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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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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5月23日 6980元/人
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游13日游5月15、27日、6月10日 14299元/人
俄罗斯双飞10日游6月19日、26日（西宁起止、上领队） 7380元/人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品质12日游（全程零自费、无附加） 4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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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7、14日 2780元/人
华东五市双飞（全程五星酒店、天天发团） 3680元/人

总
社6125888 6372222 5111118

新华社华盛顿5月1日电（记者王集旻）
美职篮西部半决赛丹佛掘金队和波特兰开拓
者队的对决1日再战一场，客场作战的开拓者
队以97：90力克对手，将总比分扳成1：1平。

开拓者胜掘金将总比分追成1：1

本报综合消息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在打入巴萨处子球 14 周年的纪念日，梅
西在欧冠半决赛首回合对利物浦一战里
梅开二度，首次攻破红军球门的同时也打
入了职业生涯第600球。轻松推射空门、
打入任意球世界波，加上无数次被队友浪
费的妙传，阿根廷人再一次展示了一名史
上最佳球员的强大实力。

此前2次对阵红军，阿根廷人从未破
门。此役之前，利物浦状态好得惊人，各
项赛事4个月19战不败。

在苏亚雷斯为巴萨取得领先之后，巴萨
并未顺势占据比赛主动，反倒是利物浦在下
半场占据了主动，前 15 分钟就有三次射
门。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下，梅西又一次站了
出来，苏亚雷斯劲射击中横梁之后，梅西轻
松将球送入空门。这是梅西首次攻破红军
球门，利物
浦成为被
梅西在欧
冠攻破的
第32支球队，由此追平了C罗的纪录，在欧
冠史上仅次于劳尔（33队）。欧冠面对37个
对手，没有被梅西破门的球队分别为喀山鲁
宾、马竞、国米、本菲卡和乌迪内斯。

如果说第一个进球来自运气的话，那
么梅西的第二球就让所有人无话可说
了。破门之后仅仅7分钟，梅西得到主罚
禁区弧外任意球机会，而他主罚的任意球
越过人墙之后直入死角，阿利森飞身扑救
但却没有碰到皮球。莱斯特城名宿萨维
奇感叹，“梅西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他的射
门擦着门柱入网。梅西打入了一个令人
惊讶的进球，利物浦没机会了。”

职业生涯初期，任意球并不是梅西的
强项，但阿根廷人依靠不断的练习弥补了
这一短板，本赛季，梅西已经 8 次打入任
意球，而且职业生涯第一次在各项赛事里

都打入了任意球。值得强调的是，14年前
的5月1日，梅西在对阿尔巴塞特一战时
打入了西甲处子球。

这记任意球堪称梅西职业生涯的又
一里程碑，这是阿根廷人为巴萨打入的第
600 球。职业生涯 683 次为巴萨出场，梅
西打入 600 球的同时还送出了 231 次助
攻。在这600球中，梅西左脚打入491球，
右脚打入85球，头球22次破门，另外两个
进球分别用身体和手打入。

4月27日对阵国米时，C罗打入了俱
乐部生涯第600球，仅仅过了5天，梅西就
追平了老对手的这一纪录。以效率而言，
梅西显然更加出色，阿根廷人用了 683
场，平均每场打入0.88球，而C罗用了803
场，场均打入0.75球。更重要的是，梅西
比C罗小了2岁。

并 且 ，
梅 西 在 攻
入 每 个 整
百 里 程 碑

进球所需的场次都比C罗少100场左右：
梅西打进100球仅用188场，C罗用了277
场，而梅西打进200球时才用了286场。

33次对阵英格兰俱乐部，梅西已经打
入了26球，其中6次对阵阿森纳打入9球，
6次对阵曼城打入6球，6次对阵曼联打入
4球，10次对阵切尔西打入3球，2次对阵
热刺打入2球，3次对阵利物浦打入2球。
本赛季，梅西对阵热刺、曼联、利物浦三
支英超俱乐部时都有进球，也成为欧冠
史上第二位做到这一点的球队，拜仁前
锋穆勒则在 2013-2014 赛季时连续攻破
了曼联、曼城和阿森纳的球门。并且，梅
西面对英超6强已经打进26球，仅次于阿
圭罗（53 球）、瓦尔迪（32 球）、阿扎尔（27
球），但考虑到梅西并不在英超踢球，场均
0.81 球的效率堪称恐怖。

梅西处子球纪念日斩梅西处子球纪念日斩600600球球

强势广东今晚能否横扫夺冠

本报综合消息 CBA总决赛
第三场，常规赛主场28战26胜
的新疆没能在红山迎来一场期
待的胜利。也没能挽救总决赛
悬念，0：3，冠军几乎已是广东队
囊中之物。而仅存的唯一悬念
是：广东队会不会完成横扫，一
报两年前总决赛0：4不敌对手的
一箭之仇？5月3日晚总决赛第
四场将继续在新疆队主场进行。

第三场比赛过后，本赛季
CBA总冠军的归属已经没有任
何悬念。CBA 历史上，没有一
支球队能在 0：3 的比分下完成
逆转，哪怕在NBA超过70年的
历史长河中，也从未有一支球队
在这样的逆境中实现翻盘，广东
队史第九冠只是时间问题。

3：0领先，场均净胜对手13
分，犀利的整体进攻，以及延续
了整个总决赛的全场防守。过
去三场比赛中，广东队在气势上
显得咄咄逼人。但即便如此，想
要在红山连胜两场，完成横扫，
恐怕不会如想象般顺利。

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场比赛

中，尽管全部落败，但新
疆队每场比赛的表现都
在提升。不单单是每场
比赛的分差都在缩小，
他们正在让比赛变得更
艰难。因此杜锋也不止

一次表示，与新疆的比赛只会越
来越难，挑战越来越大。

在新疆队已经失掉一个主
场的情况下，相信他们不会甘心
看着对手在自己的地盘夺冠。
而这种不甘，很有可能让第四场
的比赛强度，尤其是他们在防守
端的侵略性再度升级。

同时，回到主场以后，新疆
队的国内球员表现也明显提升，
阿布都沙拉木、李根、愈长栋和
可兰白克得分全部上双，而他们
组成的锋线群，在赛前被外界普
遍认为优于广东队周鹏领衔的
国内锋线。但可惜的是在前三
场比赛中，新疆队在这一点上并
未打出优势。

更重要的，接下来的比赛，
将很有可能是新疆队赛季最后
一个主场。在有着“魔鬼主场”
之称的红山，他们定然不会接受
以连失两场的方式结束赛季。

因此，放手一搏的新疆队一
定会将防守强度再度升级，广东
队也将很有可能面临今年季后
赛以来强度最高的一场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