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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旅投铁航国际旅行社

市区全天候上门服务

联系电话：6256909 18209789120 铁航八一路营业部

海南双飞6天 特价2950元 高品团3650元
越南芽庄 8天 3800元 泰国曼芭沙全含版9天4200元
台湾经典10天 直飞 4200元 普吉岛8天4400元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2天 5400元
海南+桂林三飞10天3800元 恩施大峡谷双卧7天1800元
厦门鼓浪屿武夷山双飞8天3900元 北京单飞6天2350元
云南大理丽江版纳4飞全陪班 2800元

地址：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7号青海湖大厦15楼1151室（海悦酒店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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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辣重庆过大年武隆/龙水峡地缝/磁器口/洪崖洞/赤水6日游（1月24/26） 2480元/人
▲湖南张家界/黄龙洞/天门山/凤凰6日游（1月22/24/26/29全陪一价全含）2880元/人起
▲去江南过大年华东四园林/三水乡/三游船6日游（1月24/26一价全含） 2980元/人
▲醉美贵州+山水桂林9日游（春节期间天天发团一价全含零自费） 3480元/人起
▲海南一地双飞6日游（每周四和每周日发班，一价全含） 3580元/人起
▲情迷广西北海涠洲岛/德天瀑布/通灵峡谷/长寿巴马8日游（纯玩无购物）3780元/人起
▲魅力福建厦门鼓浪屿/土楼/武夷山7日游（春节期间天天发一价全含） 3880元/人起
▲云南过大年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游（春节期间天天发团带全陪）3880元/人起
▲海南/北海/桂林11日游（春节期间天天发一价全含无保底） 3980元/人起
▲东北哈尔滨大剧院/亚布力唯美雪乡6日游（1月10/12/15/17/19发） 4080元/人起
▲广州佛山/中山/顺德/深圳珠海/东莞/惠州巽寮湾/双月湾6日游（每周三）6280元/人起

东大街：8189696 黄河路：6518805 6331333 民和：0972-858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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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线
电话 6125888 6372222

斯里兰卡休闲时光8日游（西宁起止全程0购物0自费） 1月21日、28日9880元/人 2月1日-8日 9180元/人 2月11日-29日 8180元/人
柬埔寨吴哥/金边/西港双飞8日游（兰州直飞柬埔寨）买一送一！ 1月12日、19日 2月2日、9日、16日、23日 1999元/人
芽庄8天7晚欢乐游（全程0自费西宁直飞芽庄） 1月7日、11日 3980元 14日、18日 4580元1月25日（春节）5580元 1月21日、28日 4980元
本州东京、大阪、奈良、京都、富士山温泉8日游 西宁成团 1月25日 8980元/人 3月24日（赏樱花最佳）6580元/人
欧洲德法意瑞四国+荷兰5国12/13日游 西宁起止+快签 一价全含无自费 3月18日、20日 12500元/人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12日游（一价全含0自费） 1月27日（大年初三）6380元/人 2月14日-29日 4980元/人
泰国曼谷芭提雅沙美岛金沙岛7/8日游（西宁起止全程白班机）1月4日/9日，2月20日/29日 2980元/人 1月18日，2月6日/15日 3280元/人 1月23日/2月1日 3680元
普吉岛斯米兰8日游 1月15日 4980元/人 1月22日 5980元/人 1月29日 5580元/人 2月5日 4980元/人 2月12日/19日 4580元/人 2月26日 3980元/人
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1月11-19日 3980元/人 1月20-31日 5680元/人 2月1日-8日 4680元/人
海南+桂林+北海11日游（一价全含0自费） 1月14日 4680元/人 1月21日 5280元/人 1月23日 5480元/人 1月28日 5680元/人
幸福海南双飞6日游（西宁直飞海口）天天发团 提前报名 3980元/人起

英超英超
1月18日
20:30 沃特福德VS热刺
23:00 阿森纳VS谢菲尔德联
23:00 曼城VS水晶宫
1月19日
01:30 纽卡斯尔VS切尔西
1月20日
00:30 利物浦VS曼联
西甲西甲
1月18日
23:00 皇马VS塞维利亚
1月19日
04:00 埃瓦尔VS马竞
23:00 比利亚雷亚尔VS西班牙人
1月20日

04:00 巴萨VS格拉纳达
意甲意甲
1月19日
19:30 AC米兰VS乌迪内斯
22:00 莱切VS国际米兰
1月20日
01:00 热那亚VS罗马
03:45 尤文图斯VS帕尔马
德甲德甲
1月18日
22:30 奥格斯堡VS多特蒙德
1月19日
22:30 柏林赫塔VS拜仁
1月20日
01:00 帕德博恩VS勒沃库森

新华社济南1月17日电（记者萧海川 吴书光）
山东男篮俱乐部17日对外宣布，球队已激活候补外
援曼尼·哈里斯，来替换大外援詹姆斯·梅斯。哈里
斯将从联赛第 29 轮起代
表球队出赛，梅斯则继续
留在球队大名单中。

山东男篮表示，更换
登场外援是由俱乐部管理
层与教练组共同研究决定
的，并向CBA联盟提出相
关申请。CBA 联盟已确
认，哈里斯符合CBA联赛
参赛资格。

现年 30 岁的哈里斯
曾效力于骑士、湖人和独
行侠等多支 NBA 球队。
他曾于2016年、2017年加
盟安徽文一俱乐部参加
NBL联赛，为球队夺冠做
出卓越贡献。

被 替 换 的 梅 斯 于
2019 年 9 月加盟山东男
篮。他虽有波多黎各、土
耳其、韩国等国联赛效力
经历，但初登CBA联赛时
表现一度挣扎。随着逐渐
融入球队，梅斯的勤恳与
努力赢回一定好感，不过
无法在关键时刻分担球队
攻坚重任则是他一直以来
的短板。

林书豪回归一人盘活球队进攻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19日23时，西班

牙人将在西甲赛场迎来同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
武磊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了球队的处境、新任
主帅以及对阵巴萨时的那粒惊世进球。

“赛季初我们没想到会处于这样的位置，对
我们球员来说，谁都知道球队现在的处境非常困
难，但不管是哪个教练执教，我们都必须要尽快
适应教练的打法。”在谈到球队的处境时，武磊如
此说道。

当然对于球队在本赛季的目标，武磊的想法也
很明确，那就是完成保级任务，“球队每一个人从来
没有想过我们会降级，我们非常相信队友的能力，
我肯定会一直留在这支球队。”

本赛季，西班牙人经历了两度换帅，不久前阿
韦拉多成为马钦的接班人。在此次采访中，武磊也
谈到了球队的新任主帅：“新主帅来了之后，我们整
支球队的氛围变了，我感觉球队变得更加自信了，
球队心态更加放松。从比赛过程也能看出来，我们
每个人在球场上更加自信，不管是后卫还是前锋，
都比之前发挥得要好。”

不久前，在对阵巴萨的比赛中，武磊打进了一
粒惊世进球，在谈到这粒进球时武磊说道：“当时我
脑子里想的更多的是这粒进球能给球队带来积分，
因为新帅来了之后也说，从上一场比赛开始，我们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联赛，我们要把之前的比赛忘
了。所以在遇到巴萨这样的对手时，我们能拿到分
数，这就为2020年开了一个好头，这粒进球也让大
家更有凝聚力了。”

2019年1月加盟球队至今，武磊来到西班牙将
近一年的时间，如今的他对于西甲联赛有着更为深
刻的认识：“大家都知道西甲联赛的水平，我觉得西
甲联赛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联赛，能够在这样的联
赛立足、生存，并能帮助球队，我觉得这与我之前在
中超踢球的感觉是不同的，是不一样的体验。所以
我非常高兴自己在这一年的表现。”

又讯 北京时间 1 月 17 日，国安俱乐部发布张
玉宁术后新动态，并表示张玉宁手术成功，12周后
可恢复训练，不过何时复出需到时看恢复情况。

据多家媒体消息，张玉宁需要近四个月时间进
行恢复，他将缺席亚冠小组赛阶段比赛。

CBA联赛第29轮
1月18日
19:35 同曦 VS 山西
19:35 广东 VS 山东
1月19日
19:00 吉林 VS 八一
19:35 浙江 VS 天津
19:35 福建 VS 青岛
19:35 广州 VS 四川
19:35 北京VS江苏
19:35 上海 VS 深圳
19:35 辽宁 VS 新疆
19:35 广厦 VS 北控

NBA昨日战报
太阳121：98尼克斯
爵士132：138鹈鹕
凯尔特人123：128雄鹿
魔术95：122快船
掘金134：131勇士
1月18日
08:00 森林狼VS步行者
08:00 奇才VS猛龙
08:00 公牛VS76人
09:00 骑士VS灰熊
09:00 热火VS雷霆
09:30 老鹰VS马刺
10:30 开拓者VS独行侠

山东男篮激活候补外山东男篮激活候补外援援

哈里斯取代梅斯

新华社柏林1月16日电 柏林
赫塔主帅克林斯曼 16 日在接受采
访时谈到了自己在拜仁执教的经
历，他表示自己很感谢在拜仁度过
的时光，但是双方并不合适。

克林斯曼曾经在2008年夏天到
2009 年 4 月期间担任拜仁主教练，
因带队成绩不佳而中途“下课”。“从
某个时候开始，我觉察到总有这样
或那样不对劲儿的地方。之后双方
摩擦加重，意见越来越不一致。”克
林斯曼回忆道。

关于这段经历，克林斯曼也看
到其积极的一面：“我当然从中学到

了很多，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经
历中学习进步。”

克林斯曼同时表示那是“一段
非常棒的经历”，但是再次执教拜仁
是不现实的。“我想，我们都非常坦
诚。如果双方都知道总是有些什么
地方不合适，那也没有关系。”

柏林赫塔将于 19 日在主场迎
战到访的拜仁，进行德甲下半赛季
首场比赛。展望这场即将到来的
同老东家的比赛，克林斯曼表示：

“我们会带着连续四场不败的自信
心全力以赴，展现我们的精神面
貌。”

克林斯曼：感谢拜仁时光 但双方不合适

新华社伦敦1月17日电 曼联
主帅索尔斯克亚 17 日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确认，加盟球队不足半年的
英格兰队中卫马奎尔成为曼联新任
队长。原队长阿什利·扬则将加盟
国际米兰。

现年 27 岁的马奎尔于 2019 年
8 月以 8000 万英镑的身价从莱斯
特城转会曼联，在阿什利·扬缺席
的情况下由他担任队长，他在曼
联本赛季至今为止的所有英超联
赛中均有出场。

索尔斯克亚说：“马奎尔的领
导才能令我印象深刻，他一直戴着
队长袖标，并将继续戴下去。”

对于前队长阿什利·扬，索尔斯
克亚评价说：“阿什利·扬一直在为
球队用心服务，他领导球队取得了
众多胜利。”

又讯 意甲劲旅亚特兰大 17 日
宣布，已经激活队中萨帕塔合同中
的买断条款，这名哥伦比亚前锋将
完成永久转会。

在2018年夏天，萨帕塔以租借
的方式从桑普多利亚加盟。据悉，
萨帕塔的租借费用为两年 1400 万
欧元，亚特兰大可以选择另付1200
万欧元将其买断。在一个半赛季的
时间里，萨帕塔一共为亚特兰大打
入35粒进球。

马奎尔担任曼联新任队长

武武磊磊：：

肯定会一直留在西班牙人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17日，CBA常规
赛第28轮继续展开较量，北京男篮坐镇主场迎战深
圳男篮，最终北京队在主场以 91：87 战胜深圳队。
回归的林书豪砍下17分，并送出全场最高的6次助
攻，凭一己之力盘活了北京队的进攻。

全场比赛，林书豪19投6中，三分球5投1中，虽
然只得到17分，但送出了全场最高的6次助攻，盘活
了北京队的进攻，这就是林书豪在北京队的价值。
尽管他常常被诟病在关键时刻进攻乏力，但他的输
出却非常稳定，即使手感不佳，也可以通过制造犯规
用罚球取分，同时能够串联全队进攻，林书豪在防守
端的贡献也常常被忽略。可以说，林书豪是北京队
唯一一个同时拥有自主得分能力和防守限制外援的
球员。

福建男篮在王哲林的带领下以 113：97 轻取八
一队，王哲林豪取职业生涯新高的 51 分。本场比
赛中，王哲林面对八一队多名内线的围追堵截，却
始终打得游刃有余，外线三分、内线背打、“欧洲
步”上篮……打出“统治级表现”的他全场25投18
中，同时摘下13个篮板。

在当天进行的其他比赛中，广州以 116：113 击
败青岛；吉林以102：94力克新疆；浙江以126：97大
胜北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