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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121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6038804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68934元
开奖结果：8 8 2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2700注5160注0注

本地中奖注数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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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43149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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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1 06 09 10 14 18 27
特别号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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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145
549
5509
10362
65694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0
4
20
52
293

每注奖金（元）
1232044
19556
2427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5260008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24994元

中奖号码:6 0 8

青海省销售总额：758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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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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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0

372
0
0
0
10
0
1
2
5

0
0
0
0
0
9
0
0
0
2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4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226720

0

64356
0
0
0

860
0
21
28
50

0
0
0
0
0

171
0
0
0
16

中奖总金额：292222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9121期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32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3200000元

第19121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10261032元
开奖结果：8 8 2 4 7

本期中奖情况

265233346.7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9052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276499358元
开奖结果： 前 区 后区

04 10 15 20 24 0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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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注

1注

95注

38注

229注

760注

17680注

16913注

40143注

605405注

6179504注

-

每注奖金

10000000元

8000000元

486630元

389304元

10000元

3000元

300元

200元

100元

15元

5元

-

应派奖金合计

40000000元

8000000元

46229850元

14793552元

2290000元

2280000元

5304000元

3382600元

4014300元

9081075元

30897520元

166272897元

5313363213.2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5月8日消息，随着终
场哨响，本赛季欧冠联赛半决赛利物浦与巴塞罗那
的次回合比赛结束，利物浦以4：0击败巴塞罗那，从
而以4：3的总比分淘汰对手挺进欧冠决赛。

尽管在主场大比分击败对手晋级，但是利物浦
在赛前其实并不被大家看好。由于首回合利物浦在
巴塞罗那主场净吞三弹，次回合比赛前甚至有媒体
预测，利物浦晋级决赛的可能性只有6%。

“奇迹”在安菲尔德球场发生了！此役，利物浦
在两名主力进攻球员萨拉赫和菲尔米诺因伤缺阵的
情况下，击败了梅西领衔的巴塞罗那，再一次在欧战
赛场上实现神奇逆转。

从“6%”到神奇逆转，利物浦的表现势必会唤醒
人们关于它身上“逆转基因”的记忆。本场比赛前，
利物浦分别在欧冠赛场和欧联杯赛场上完成过“三
球落后”情况下的神奇逆转。

2005年欧冠决赛，三球落后的利物浦顽强扳平
比分，并在点球大战中击败 AC 米兰，夺得欧冠冠
军。2016 年，欧联杯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一度以
1：3落后的利物浦，最终以4：3击败多特蒙德挺进下
一轮。

在与巴塞罗那的次回合比赛前，利物浦主教练
克洛普表示，球队绝不退却，必将全力以赴。这种永
不言弃的拼搏精神铸就了利物浦的“逆转基因”，并
在关键时刻帮助了球队。

虽然比分落后、主力缺阵、不被看好……但是在
赛场上每一位利物浦球员都拼尽全力，正是顶替菲
尔米诺和萨拉赫登场的奥里吉和沙奇里，前者两粒
进球，后者一次助攻，帮助球队逆转晋级。赛场边，
未能进入大名单的萨拉赫和菲尔米诺不断为队友加
油鼓劲。

以4：0的比分获胜，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但萨拉
赫T恤衫正面印着的“Never give up（永不放弃）”或
许是利物浦本场比赛取得胜利的最好注解。

接下来，利物浦将与热刺和阿贾克斯的胜者角
逐欧冠冠军。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利物浦和“大耳
朵杯”之间的路还很长，决赛对手无论是同样来自英
超联赛的热刺，还是荷甲领头羊阿贾克斯，都不是

“软柿子”，必将是一场“恶战”。
幸运的是，萨拉赫和菲尔米诺有望在欧冠决

赛前复出，届时两支球队将会给球迷献上一场精
彩的比赛。而利物浦是重蹈去年折戟决赛的覆
辙，还是延续今年的神奇最终问鼎欧陆，让我们拭
目以待。

永不言弃成就红军神奇逆转

新华社伦敦5月7日电 球队在欧冠半决赛匪夷
所思地以四球翻盘巴塞罗那后，利物浦主帅克洛普
也进入了狂喜的状态，7日他在赛后表示，球员们都
是巨人。

“这些孩子们都是巨人！这实在难以置信！”克
洛普说，“整场比赛，整个表演实在太出色了，我非常
陶醉。在我的一生中看过许多足球比赛，但我记得
没有几场是像这样的。能够赢球已经很艰难了，何
况像这样保持零失球的赢球？我们对阵的可是世界
上最强大的球队，我不知道孩子们是怎么做到的！”

克洛普说：“这是足球最美的一面。世界上有许
多重要的事情，但大家一起创造出这种激动人心的
氛围是如此特别，这都是队员们的成绩，他们将巨大
的潜能和不可思议的心脏融在一起，我之前从未见
过这样的情景。这种比赛你必须自信。”

“我看到米尔纳赛后在场上哭了，这场球对我们
来说意义实在太大。”克洛普说。

关于利物浦打进巴萨第四球的角球奇袭战术，
克洛普称自己当时也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我看到
球飞进了网窝，但我没有看清楚那个角球的过程，我
也没看见是谁发的角球，（替补）伍德伯恩也在问‘发
生了什么？’”

“巴萨对可以预见的事情防守得不错，但是有时
你得变得不可预测。”克洛普说。

新华社伦敦5月7日电 连续两
个赛季欧冠联赛遭遇大逆转让巴萨
主帅巴尔韦德十分沮丧，在半决赛次
回合被利物浦以4：0击溃后他表示，
他和巴萨的支持者们一样感到非常
痛苦，作为教练他为这场失败负责。

“我不知道这场失利会对我造成
怎样的影响，但我就在这里，教练必
须为此负责。”巴尔韦德说，“我们现
在非常痛苦，特别是对我们的支持者
来说，这已经是他们连续两年经历这
样的情景。当你以这样的方式输掉
比赛后，你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化
这种痛苦的心理，我们的球迷也是一
样。”

巴尔韦德说：“对我们来说这是
一场糟糕的比赛，这真的十分不幸，
但利物浦配得上这样的胜利。利物
浦开场很好，将我们压制在后面，并
迅速取得进球，我们在上半场后段有
所起色，创造了一些不错的得分机
会，但下半场他们又迅速打入两球之
后，我们便承受着巨大压力。之后我
们想收缩得更深一些，但在被打进第
四球后局面失去了均衡，我们无法作
出回应。”

巴尔韦德表示，巴萨后面还有国
王杯决赛要准备，“但是现在我们已
经结束了（欧冠征程），这实在太糟糕
了”。

巴尔韦德：作为教练我应该负责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5 月 8 日消
息，继AC米兰和巴黎圣日耳曼后，两年前
还能完成从 0：4 到 6：1 绝地逆袭的巴萨，
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模样。

继去年在罗马守不住首回合4：1的优
势后，在安菲尔德更加放飞自我的巴萨，
以追平球队欧战最差表现的0：4，将利物
浦送入欧冠决赛。

从奇迹缔造者到奇迹背景板，这支巴
萨身上发生了什么？

小心谨慎，只适合联赛
客战利物浦之前，除去地利，天时人

和都在巴萨一边。
提前夺冠的他们在上轮西甲联赛遣

上全替补，除了登贝莱受伤略
显意外，几乎没劳动任何主力；
球队也延续了上一场大胜时的
全部首发和首次换人调整。

而利物浦这边，萨拉赫和菲尔米诺坐
在看台，凯塔只能在家里看电视，少了三
大主力的克洛普，派上的是本赛季英超合
计出场1363分钟的奥里吉和沙奇里。

一切都站在巴萨这边，但从过程到结
果，没有任何积极面站在巴萨这边。巴萨
在落后时的迷茫、焦虑、无助直至提前泄
气、自我瓦解，与去年出局时别无二致。

连续两年以相似方式出局，不是偶
然，而是必然。球队自巴尔韦德上任以来
过于小心谨慎的风格，能确保联赛冠军，
但于欧冠的遭遇战、生死战有害无益。

正如习惯了意甲节奏的尤文图斯，被
攻势足球的阿贾克斯一顿暴打一般，面对
利物浦这样立足于拼、风格强硬、速度奇
快的对手，“让先手”与自杀无异。

然而，这支巴萨却在熟悉的西甲氛围
里沉睡得太久：主力阵容中七人年过三旬
的“老爷车”，上下半场开局阶段“慢热”已
经见怪不怪，但在刺刀见红的欧战，懈怠
的结果便是被惩罚。

而更令巴萨球迷气短的，是关键时刻
定位球防守永远在走神：去年马诺拉斯绝
杀红蓝军团，是在前点力压比自己矮了12
厘米的塞梅多；如今阿诺德将皮球传给无
人盯防的奥里吉时，特尔施特根居然还在
鼓掌激励队友。

比赛生死时刻尚且如此儿戏，阿尔巴
的连续两次失误被断导致丢球，一向稳健
的拉基蒂奇拌蒜滑倒，类似的“常规失

误”，已经屡见不鲜。
巴萨，请走出舒适区

对于巴萨来说，拥有梅西，也许是唯
一的幸运。但绝境之下，极少调整锋线配
置的巴尔韦德，都寄望于梅西个人突击扳回
比分，但指望梅西场场状态火热并不现实。

随时随地都要以一对多的梅西，脚风
顺时尚且能像上轮主场时只手擎天；脚风
不顺时，就像本场上半时那样，三次射门
要么偏出、要么被扑。

一个值得巴萨警醒的细节是：在大比
分落后、场面极其被动时，梅西的出球合
理性、传射精度、盘带成功率都明显下降，
而无球跑动偏少，往往只能等着队友输送
皮球的他，也在比赛尾声后卫扎堆的阵地
战中无法施展。

这不是梅西个人的无奈，当他始终是
体系中唯一纠错者甚至救世主时，这样的
结局，已经注定。

一言以蔽之，从去年罗马奥林匹克溃
败至今，巴萨已经在自己的舒适区待得太
久，所有的缺陷，都被对手吃透。但在同
样被对手“技术击倒”的同时，更令球迷痛
心的，是这支巴萨精神气场的萎靡。

2006 年欧冠决赛被阿森纳领先了近
一个小时，队长普约尔始终撕咬亨利，两
次将对手的单刀生生化解，为最后时刻的
逆转埋下伏笔。

2008-2009赛季，六冠之年的“斯坦福
桥奇迹”，虽然有裁判不公的伏笔，但巴萨

始终耐心寻觅对手防线破绽，在
攻入扳平进球后脱下球衣挥舞
庆祝的伊涅斯塔，展现出整个生
涯都少见的血性。

2016-2017赛季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
被巴黎圣日耳曼四球痛打，恩里克却在次
回合赛前发布会上语出惊人：“他们能进
我们四个，我们为什么不能进他们六个？”

那时的巴萨不是一潭死水，而是一团
怒火。然而，本场比赛巴萨却只有比达尔
在拼抢——若非智利人从未停歇的铲断、
封堵、战术犯规，巴萨或许远远捱不到近
80分钟才大祸临头。

令球迷倍感无奈的是，在利物浦打进
第四球前仅三分钟，尚有余勇可贾的比达
尔被换下，一向求稳的巴尔韦德，希望阿
图尔能梳理凌乱的中场。这一换人，几乎
是巴萨本赛季的套路调整之一。不同的
是，那些时候巴萨多半领先，而如今巴萨
正三球落后。

巴萨为什么总是被逆转巴萨为什么总是被逆转？？

克洛普克洛普盛赞球员盛赞球员：：

这些孩子们都是巨人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5月8日凌晨，在以
总比分4：3逆转巴萨后，利物浦历史上第九次闯
入欧冠决赛，他们将向队史第六座欧冠奖杯发起
冲击。此外，这还是利物浦连续第二年闯入欧冠
决赛，一项数据似乎预示着利物浦无限接近冠
军。

据统计，包括利物浦在内，2000年以来共有瓦
伦西亚、曼联、拜仁慕尼黑三支球队连续两次挺进
决赛，皇家马德里则是连续三次晋级决赛。这其
中，只有瓦伦西亚未能夺冠，其余四队全部拿到了
欧冠奖杯，皇马更是完成三连冠伟业。值得一提
的是，除了利物浦，每支球队还都经历了一次点
球大战。

利物浦上次拿到欧冠冠军还是在2004-2005
赛季。上赛季，利物浦曾在欧冠决赛中遭遇皇马，
但一场1：3的失利让他们饮恨。今年卷土重来，
利物浦能否重温伊斯坦布尔的旧梦？

值得一提的是，与巴萨的这场欧冠巅峰之战
还刷新了五大纪录：第一、这是欧冠半决赛历史上
最大的逆转比赛。第二、这是巴萨首次在主场3：0
领先的情况下被逆转淘汰出局。第三、利物浦门
将阿利松是欧冠淘汰赛历史上首位两次完成三球
逆转的球员，上赛季阿利松帮助罗马逆转巴萨。
第四、利物浦九次进入欧冠决赛，是英超进入欧冠
决赛最多的球队。
第五、利物浦是继
2008 年 和 2009 年
的曼联以来首支连
续两年进入欧冠决
赛的英超球队。

利物浦

无限接近欧冠冠军

欧联杯半决赛次回合
5月10日
03:00 瓦伦西亚VS阿森纳
03:00 切尔西VS法兰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