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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新西兰大洋路12日游 西宁起止专业领队 10月25日 11800元/人
巴厘岛玩海6晚8日游 10月4、11日 4780元/人 9月27日 5380元/人
日本本州东京、大阪、奈良、镰仓、富士山(自由活动一天）温泉9日游 西宁成团 10月28日 6980元/人
欧洲德法意瑞四国11日游 西宁起止+西安快签 10月25日 7999/人 11月8、22日 6999元/人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12日游（无老人附加费）10月4日、5日、9日、11日-19日 3980元/人
芽庄8天7晚欢乐国庆游（全程0自费）9月28日3980元/人、10月1日4580元/人、 10月5日 3580元/人
尊享越南南宁/河内/下龙湾/北海8日游（报名送价值3498元净水机一台）10月3/9/10/16/17日 2280元
越南下龙湾/缅甸达洛边境/老挝磨丁/云南4国11日游（全程0自费）10月2日、4日、7日、9日、11日 3280元/人
海南+桂林+北海10日游（一价全含0自费）西宁起止带全陪 10月10、15、17、22日 3080元/人
玩转国庆.海南双飞6日游 9月29日、30日 2880元/人 10月4日 2080元/人

专线
电话 6125888 6372222

更 多 境 外 国 内 线 路 请 致 电 6256909 8561651 18209789120
地 址 ：西 宁 康 乐 十 字 往 东 50 米（铁 航 八 一 路 营 业 部）

L-QH-CJ00012

更多优惠让利进店详谈，我社提供上门服务。
专列雁南飞系列

1 、庐山婺源-广州鼎龙湾-三亚桂林-长沙韶山14日游 3650元
2、韶山-广州-越南河内-下龙湾-桂林-婺源庐山14日游 3250元
3、庐山婺源-广州-鼓浪屿土楼-桂林阳朔-韶山14日游 3150元
4、庐山婺源-广州巽寮湾-桂林-长沙韶山14日游 3650元
南宁、河内、下龙湾、北海直飞8日游一价全含2280元（送价格3000元的净水机一台）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直飞3550元
台湾经典10天 直飞3800元
云南大理丽江版纳4飞 特价2050元
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 双飞2300元
贵州双飞6日游 零自费 2700元
胡杨恋歌（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 双动3200元

青海旅投铁航国际旅行社

新华社日本札幌9月22日电（记
者王镜宇 王梦）中国女排22日以3：2
逆转战胜巴西队迎来六连胜。中国
队队长朱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自己的手伤没那么严重，当天这场球
（的考验）来得正是时候。

在此前的比赛中，中国队五战全
胜一局未失。当天遭遇老对手巴西
队，中国队在第二、三局连丢两局，被
逼到了悬崖边上。但是，中国队从主
教练郎平到队员都很镇定，调整阵容
之后连胜两局，笑到了最后。

朱婷说：“这场球来得正是时候。
与美国的比赛将是一场硬仗，在本场
比赛遇到困难时能够发挥出来，对接
下来的比赛是个更好的帮助吧。”

在当天的比赛中，朱婷和袁心玥
各得26分。当记者请她评价两人的
表现时，她送给袁心玥的词是“完
美”，而留给自己的是“中规中矩”。

此前，有不少球迷注意到朱婷
右手的腕部缠上了运动胶带，很关
心她手部旧伤的情况。对此朱婷回
应说：“还可以吧，没有大家想的那
么严重，比赛中一直在进攻，都没问
题。”

在23日的比赛中，中国队将遭遇
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新科冠军美国队，
这个强敌也被视为中国队冲击冠军
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在谈到这
场焦点之战时，朱婷说“我们会拼尽
全力”。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9月22
日消息，3：2击败巴西队，一场艰难的
胜利给了女排姑娘们最及时的警
醒。面对接下来的夺冠对手美国队，
中国女排来不得半点马虎，做好最困
难的准备，全力以赴才是最好的应
对。

在比赛中，郎平多次和队员强调
“耐心”，她承认球队的应变能力还是
差了一点，特别是第三局，失误比较
多，加上发球也不如对手，还出现了
多次失误。

“打得比较精彩，也比较艰苦。”
郎平指导赛后说出了全队的心声。

她认为巴西队的配合、技术、意
识，都值得球队去学习，“巴西队虽然
场上有两三名年轻选手，但是发挥还
是很不错，看到了她们的天赋。”

真正的困难在郎平眼中是巴西
队出色的拦防，以及极强的攻守转
换。

“我们的强攻，包括朱婷都遇到
了很多困难。同时我们因为对巴西
的年轻球员不熟悉，实际上拦网还是
有些问题的。我们也随着比赛的进

行不断调整拦网和防守的节奏，争取
在拦防上能够和对手打平。”

巴西队的两位年轻球员表现不
错，而郎平认为中国队的李盈莹也得
到了非常好的锻炼，“特别是在一传
方面做得很好，对面往她那边发了很
多球，作为年轻球员来说做得是不错
的，希望她能在更多的硬仗中得到锻
炼。”

在混合采访区被问及美国队时，
郎平就直言“场场都很重要”。在赛
后新闻发布会上，她仍旧无法回避争
冠对手美国队。

对于外界“争冠之战”的说法，郎
指导并不认同，“首先纠正一下，这不
是冠军之争，我们后面的比赛还多着
呢，每一场都是硬仗。没有说这一场
赢了下一场就肯定能赢，不赞同这种
说法。”

经历了一场鏖战，郎平和队员们
也做好了心理准备，“美国队很强，速
度非常快，而且非常的全能和全面。
我们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会抱着提升
自己的目的去打这场比赛，力争跟上
美国队的速度。”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9月22日消息，2019
年男篮世界杯结束后的这一周，中国篮坛风波不
断，先是央视点名批评周琦、郭艾伦、王哲林，紧接
着主帅李楠“被下课”，随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李颍川和中国篮协先后辟谣，最后是国际篮联公
布奥运会落选赛24支球队名单，中国男篮凭借世
界排名入围。

在凑完了美国“梦之队”创造历史最差战绩
的热闹，感叹了“斗牛士军团”时隔13年后再度捧
起冠军奖杯的艰辛，中国球迷的心终归还是系于
自家球队。

李楠在接受采访时首次公开表示抱歉和自
责。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颍川表示，本届篮球
世界杯，中国男篮作为东道主表现不尽如人意，特
别是没能获得明年东京奥运会的直通资格，确实
辜负了全国广大球迷和社会各界的期待。

作为关心中国篮球的球迷，哀其不幸也好，怒
其不争也罢，大家心中都有一个疑问，中国男篮未
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李楠下课？”很多球迷认为此事是当务之急，
甚至有传言称“男篮主帅已递交辞职信”。“目前中
国篮协和国家男篮仍在进行总结阶段，教练组是
否调整及其他进一步信息，将待总结之后另行公
布。”直至篮协出面“辟谣”，李楠“被下课”的风波
才暂时平息。

中国篮协声明中的“总结阶段”一词已经显而
易见。如果以中国男篮无缘2020年东京奥运会为
前提，国家队将在未来四年时间里无大赛可打，篮
协和国家队的首要任务是搞清楚接下来的四年时
间如何提高中国男篮的水平，怎样才能不被世界
潮流越落越远。

是让李楠继续带队，还是重新起用杜锋？是
请宫鲁鸣等老帅出山，还是让位雅尼斯这样的洋
帅？短时间内，似乎谁也无法理清中国男篮失利
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也不能清晰地看到一条光明
之路。恐怕只有确定清晰的思路和具体的举措，
中国男篮才会从主帅这个“源头”开始改革。

“后面还有明年2月份的亚洲杯预选赛，还有
6月份的奥运会落选赛，无论如何，有一丝希望我
们都要去争取。”中国男篮无缘直通奥运会后的第
一时间，姚明给出了简单回应。

亚洲杯预选赛将于 2020 年 2 月开始，届时正
值CBA窗口期，由谁来执教，派哪些队员参赛，目
前都是未知数。更重要的是6月份的奥运会落选
赛，考虑到仅有的4个名额以及其他23支球队的
整体实力，中国男篮通向东京奥运会的大门其实
已经关闭。

明知没有任何机会还得参赛，这便是中国男
篮的尴尬。因此，中国男篮主教练这个职位已经
是名副其实的“烫手山芋”，无论明年是谁带队参
加奥运会落选赛，面临的压力将不亚于本届世界
杯的李楠。

是李楠继续捧着这个“烫手山芋”，还是其
他教练甘愿冒风险接过教鞭，他们都需要清楚
地认识到，明年的奥运会落选赛很可能是中国
男篮未来四年参加的最高水平大赛，但是这一
比赛不好打。

谁愿接手男篮这个“烫手山芋”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9月22日消息，
2019赛季F1大奖赛新加坡站正赛的争夺中，
法拉利车队的维泰尔在比赛中利用出色的进
站策略反超队友，斩获自己本赛季首个分站
冠军，勒克莱尔获得亚军，法拉利车队包揽冠
亚军，连续三站比赛登上最高领奖台。红牛
车队的维斯塔潘获得第三名，接下来依次是
汉密尔顿和博塔斯。

新华社北京9月 22日电（记者苏斌 李博闻）
2019年女篮亚洲杯将于9月24日至9月29日在印度
班加罗尔举行。本届亚洲杯是奥运会资格赛开始前
的一次重要检验，受到客观因素影响，中国女篮无法
派出全部主力参加亚洲杯，一些此前没有国家队经
历的队员因此得到宝贵的锻炼机会，这将为球队奥
运备战以及长远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新人迎来更多机会
孙梦然和王雪朦被抽调准备军人运动会，一些

球员身上出现不同程度伤病，主教练许利民在队伍
今年集训期间招入了郭子瑄、张茹等几名新人。除
受脚伤影响未恢复到最佳状态的张茹之外，郭子瑄、
石小烨和陈明伶都将亮相本届亚洲杯。

前往亚洲杯赛场前，中国女篮在澳大利亚进行
了一周多时间的最后阶段备战，期间与亚洲杯小组
赛对手之一澳大利亚队打了三场热身赛。世界排名
第三的澳大利亚队三战全胜。

对此许利民表示，输球就要正视和对手的差距，
但是在亚洲杯前选择与澳大利亚过招，就是要通过
和强队对抗，找到能让球队更稳定发挥出技战术水
准的办法，从而在大赛上争得主动。

2018年女篮世界杯期间，国际篮联推出全新的
女篮竞赛体系，洲际杯赛不再与奥运会以及世界杯
的参赛名额直接挂钩。今年亚洲杯成为国际篮联全
新竞赛体系下的首次尝试。

本届亚洲杯，中国队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
宾队被分在B组。根据规则，亚洲杯前八名球队将
参加11月进行的第二窗口期比赛。中国女篮只要
不排在A级别赛事倒数第一、降入B级别赛事，就能
延续冲奥之路，因而队伍面临的成绩压力并不大。在
人员被抽调以及伤病这些客观因素之外，这也成为许
利民给予年轻球员更多机会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在许利民看来，亚洲杯应当为准备接下来的比
赛起到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主动通过亚
洲杯锻炼一些新人，进入前八名或许遇到的困难不是
特别大，在保证任务完成的前提下锻炼年轻球员。其
次主要还是为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做准备。”

之前因伤长时间远离国家队大名单的高颂也已
经回归，在人员储备相对薄弱的锋线位置上，许利民
有了更多选择。

日韩仍为主要对手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队参加亚洲杯后，对于中

国女篮在洲际赛事中的对手，许利民根据队伍自身
状况以及对手实力划分出几个层级。

对中国女篮而言，刚刚交手过的澳大利亚队尚
属于高不可攀型。在许利民看来，与澳大利亚队交
手，还是以学习和缩小差距为主。

内线“巨无霸”坎贝奇将不会跟随澳大利亚队出
战亚洲杯，但包括托尔伯特、阿伦在内，她们阵容中
仍有一半成员随队获得了去年世界杯亚军。

新西兰以及菲律宾将是亚洲杯中国女篮冲击更
高排名过程中必须要击败的对手。两年前的亚洲杯上，
中国女篮正是大胜菲律宾后晋级四强，从而锁定了世界
杯参赛资格。但许利民认为，“菲律宾不能轻视”。

论整体水平，日本和韩国是再往上一个层级的球
队，也是目前中国女篮在亚洲战胜和努力超越的目标。

已成就亚洲杯（包括前身亚锦赛）三连冠的日本
队一度成为中国女篮不可逾越的鸿沟。但自从去年
亚运会和世界杯上相继击败日本队二线和一线阵容
后，中国女篮终于去除心魔。

日本队由渡嘉敷来梦领衔，她们的当家控卫吉
田亚沙美已经退役，但阵中仍有宫泽夕贵等五名参
加过上届亚洲杯的球员，实力与经验不容小觑。

女篮亚洲杯两支小组头名球队直接晋级半决
赛，第二名与第三名球队则需要交叉对决力争半决
赛席位。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整体实力较为清晰的
情况下，与新西兰竞争小组第二，对年轻的中国女篮
而言或许是更为现实的目标。

郎平：中美对决并非冠军之战
今日 14:00 中国VS美国 CCTV-5

朱婷朱婷：：这场球来得这场球来得正是时候

奥运资格赛奥运资格赛““摸底考摸底考””

中国女篮意在锻炼新人

F1大奖赛新加坡站：

维泰维泰尔斩获首个分站冠军尔斩获首个分站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