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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火箭队球员周琦接受了核磁共振检查，结
果显示他的左膝盖只是扭伤，预计伤停时间一个月，
这让有希望进入火箭轮换名单的周琦再次蒙上了
阴影。

在近日进行的NBA季前赛的比赛中，火箭队迎
战上海大鲨鱼，周琦在首节比赛中登场，他在和上海
大鲨鱼外援斯科拉的一次对抗中受伤，随后周琦被
轮椅推下场。赛后经过初步检查左膝关节扭伤，据
专业人士认为周琦很可能要养伤三个月，而NBA常
规赛即将开始，这对周琦来说无疑是个噩耗。昨日
周琦接受了核磁共振检查，检查的结果很不错，预计
伤停时间只有一个月左右。昨日，周琦也在自己的
微博上透露他的左膝盖没事，希望球迷不要担心。

根据本赛季的种种迹象表明，周琦极有可能进
入火箭队的轮换阵容名单中，为了这个名单周琦也
做好了全面准备。但是天不遂人愿，赛季即将正式
开始，自己却受了伤，并且要错过常规赛多半个月的
比赛，即便是在一个月后，身体恢复健康，但他的状
态已经无法保障可以适应NBA的快节奏对抗，这样
的话周琦有可能再走去年的老路，继续被火箭队下
放到发展联盟毒蛇队打比赛。如果表现好的话，他
有可能再次会被召回火箭队中。周琦如果再次回到
发展联盟，那么中国球迷极有可能看到久违的中国
德比，据悉中国的另一位球员丁彦雨航已经接受了
达拉斯独行侠的合约，他将代表独行侠的发展联盟
球队达拉斯传奇队征战新赛季的比赛，那么周琦和
丁彦雨航极有可能在发展联盟中交手。

本报记者薛卫斌

陕西三八妇乐女子职业乒乓球队
是目前我省唯一的一支职业女子乒乓
球队，自2015年成立以来就受到了广
大陕西乒乓球迷的高度关注。而三八
妇乐女乒队也不负众望，用优异的成绩
在全国打响了陕西女子乒乓球的招
牌。本赛季是陕西三八妇乐女乒第四
次参加甲A联赛，由于在第一阶段的排
位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加之此次又是主

场作战，所以陕西三八妇乐女乒的目标
直指全国冠军。

据主教练樊皓介绍，和本赛季第
一阶段的比赛相比，本次比赛陕西三八
妇乐女乒在阵容方面发生了变化，22
岁的小将杨蕙菁因为在全国锦标赛中
表现优异，已经成为了国家一队的重要
一员，按照规定将不能再参加甲A联
赛。为此，陕西三八妇乐女乒在和中国

乒协沟通之后，引进了老将姜华珺。作
为曾经的国手，姜华珺在中国乒坛有

“大魔王克星”的绰号。主教练樊皓称，
她的到来将会对球队形成有机的补
充。据了解，陕西三八妇乐女乒目前已
经在杨凌集结，赵琳、林叶、韩莹和姜华
珺均表示有信心在次比赛中帮助球队
取得好成绩。

文/图本报记者王战荣

10月6日，2018年陕西省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分别在安康、渭南、杨凌、宝鸡、商洛五个地市结束了第三轮的比赛。三轮战罢，安康
新兄弟联以三连胜积9分的战绩领跑陕超积分榜，西安南之秦与榆林草根、宝鸡老码头均以两胜一负的战绩同积六分紧随其后。射
手榜方面，西安南之秦头号射手王琳以四个进球的优势暂居射手榜榜首。10月13日陕超联赛将迎来第四轮的争夺，西安南之秦将
继续迎来客场征战，在西行宝鸡市后这周将北上延安市挑战小虎队。积分榜榜首的安康新兄弟联坐镇主场迎战渭南天泽。

一、活动时间

1、自2018年10月17日的第一期开始。
2、在活动开始后的每个星期三全天进行。

二、活动规则

活动期间，对在陕西省内体育彩票销售网
点购买的高频11选5乐选三中奖彩票、采用胆

拖或复式投注的任选三中奖彩票进行派
奖。派奖前后的奖金如下表：

三、活动延续

派奖活动计划进行5天，如果在第5天最后一期结
束时活动资金没有使用完，则活动按天延续。

四、活动结束

如果在活动期间某一天的某期500万活动资金使
用完，则使用高频11选5的调节基金，保证当天活动的
正常进行，活动于当天最后一期结束后正常结束。

相约体彩星期三 加奖“任三”与“乐三”
高频11选5又有新福利来了! 与你相约星期三，准备好了吗?

本组稿件均由孙红梅 本报记者 刘鸿斌整理

■陕西体彩

上期中出5注头奖

大乐透奖池64.81亿元

为了回报广大喜爱高频游戏的朋友们对体育彩票的大力支持，省体彩中心又
推出了一档关于高频11选5游戏的派奖活动，而且还是针对大家最喜爱的任选三
和乐选三进行的，让大家在投注任选三复式、胆拖玩法中奖的同时，在采用乐选三
投注中奖时也能获得更多惊喜。

陕西群众足球赛事——陕超资讯
新赛季NBA渐入佳境，众多喜欢篮球的彩民乐

在其中。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些妙招，希望对您投注
NBA有帮助。

注意球队低潮期
在NBA，所有球队都会抓住短期状态不好的球

队“打压”。

紧跟状态好的球队
常规赛的“价值”毕竟不比季后赛，很多时候当

某支球队表现出了意料之外的好状态时，联盟其他
球队并不会太过在意。

把握时间节点
一些情况比较特殊的球队，例如“三巨头时期”

的凯尔特人，由于阵容、年龄等各方面因素，常规赛
可能无法将状态一如既往地保持，但是赛季过程中
通常存在一些时间节点，球队会在这段时间突然爆
发或者突然掉队。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是相互的。

避免经验主义
分析NBA的比赛，很重要的一点是打破经验带

来的思维定势，举例来说就是有关“西强东弱”的说法。

猜NBA有妙招：
避免经验主义注意低潮期

陕超联赛积分榜 陕超联赛射手榜 陕超联赛第四轮赛事预告

杨凌首迎全国乒球甲A联赛

陕西三八妇乐女乒
将全力争冠

周琦伤停一个月备受瞩目的2018年中国
乒乓球俱乐部甲A联赛（第二
阶段）将于10月16日至21日
在杨凌举行。全国各地的50
余支球队，近300名乒坛高手
将参加。届时作为东道主，陕
西三八妇乐女乒，将向联赛冠
军发起强有力的冲击。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A联赛是由
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的，国内仅次于中
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高级别乒
球职业赛事，至今已有21年历史。该
赛事每年举行一届，每届分两个阶段进
行，每站有6个比赛日，比赛项目有男
子团体、女子团体及个人排名赛。

虽然中国乒球甲A联赛并非国内
乒球项目的顶级赛事，但作为乒超联赛
的次一级联赛，也有中国乒坛“星工场”
的美誉，因为，中国乒坛的诸多明星大
腕都曾在这个联赛的赛场上留下过激
战的身影。

与以往赛季相比，本赛季的甲A联

赛更是风起云涌——很多球队都大肆
招兵买马，有的球队引入了国家二线队
的年轻球员，有的球队则花大价钱引进
了经验丰富且仍颇具战斗力的前国手，
也有球队请来了实力出众的外援，这也
使得甲A联赛有了“国际范”，比赛的激
烈程度和观赏性也越来越高。

本次比赛是杨凌首次举办该级别
的乒乓球赛事，在接受采访时，杨凌示
范区体育局局长张少文说：“杨凌是农
科城也是体育之城，我们不但期待通过
本次比赛促进杨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同时也希望能够把杨凌的知名度在全
国乃至更多区域内打响。”

全力争冠 三八妇乐女乒磨刀霍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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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火箭队球员周琦接受了核磁共振检查，结
果显示他的左膝盖只是扭伤，预计伤停时间一个月，
这让有希望进入火箭轮换名单的周琦再次蒙上了
阴影。

在近日进行的NBA季前赛的比赛中，火箭队迎
战上海大鲨鱼，周琦在首节比赛中登场，他在和上海
大鲨鱼外援斯科拉的一次对抗中受伤，随后周琦被
轮椅推下场。赛后经过初步检查左膝关节扭伤，据
专业人士认为周琦很可能要养伤三个月，而NBA常
规赛即将开始，这对周琦来说无疑是个噩耗。昨日
周琦接受了核磁共振检查，检查的结果很不错，预计
伤停时间只有一个月左右。昨日，周琦也在自己的
微博上透露他的左膝盖没事，希望球迷不要担心。

根据本赛季的种种迹象表明，周琦极有可能进
入火箭队的轮换阵容名单中，为了这个名单周琦也
做好了全面准备。但是天不遂人愿，赛季即将正式
开始，自己却受了伤，并且要错过常规赛多半个月的
比赛，即便是在一个月后，身体恢复健康，但他的状
态已经无法保障可以适应NBA的快节奏对抗，这样
的话周琦有可能再走去年的老路，继续被火箭队下
放到发展联盟毒蛇队打比赛。如果表现好的话，他
有可能再次会被召回火箭队中。周琦如果再次回到
发展联盟，那么中国球迷极有可能看到久违的中国
德比，据悉中国的另一位球员丁彦雨航已经接受了
达拉斯独行侠的合约，他将代表独行侠的发展联盟
球队达拉斯传奇队征战新赛季的比赛，那么周琦和
丁彦雨航极有可能在发展联盟中交手。

本报记者薛卫斌

陕西三八妇乐女子职业乒乓球队
是目前我省唯一的一支职业女子乒乓
球队，自2015年成立以来就受到了广
大陕西乒乓球迷的高度关注。而三八
妇乐女乒队也不负众望，用优异的成绩
在全国打响了陕西女子乒乓球的招
牌。本赛季是陕西三八妇乐女乒第四
次参加甲A联赛，由于在第一阶段的排
位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加之此次又是主

场作战，所以陕西三八妇乐女乒的目标
直指全国冠军。

据主教练樊皓介绍，和本赛季第
一阶段的比赛相比，本次比赛陕西三八
妇乐女乒在阵容方面发生了变化，22
岁的小将杨蕙菁因为在全国锦标赛中
表现优异，已经成为了国家一队的重要
一员，按照规定将不能再参加甲A联
赛。为此，陕西三八妇乐女乒在和中国

乒协沟通之后，引进了老将姜华珺。作
为曾经的国手，姜华珺在中国乒坛有

“大魔王克星”的绰号。主教练樊皓称，
她的到来将会对球队形成有机的补
充。据了解，陕西三八妇乐女乒目前已
经在杨凌集结，赵琳、林叶、韩莹和姜华
珺均表示有信心在次比赛中帮助球队
取得好成绩。

文/图本报记者王战荣

10月6日，2018年陕西省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分别在安康、渭南、杨凌、宝鸡、商洛五个地市结束了第三轮的比赛。三轮战罢，安康
新兄弟联以三连胜积9分的战绩领跑陕超积分榜，西安南之秦与榆林草根、宝鸡老码头均以两胜一负的战绩同积六分紧随其后。射
手榜方面，西安南之秦头号射手王琳以四个进球的优势暂居射手榜榜首。10月13日陕超联赛将迎来第四轮的争夺，西安南之秦将
继续迎来客场征战，在西行宝鸡市后这周将北上延安市挑战小虎队。积分榜榜首的安康新兄弟联坐镇主场迎战渭南天泽。

一、活动时间

1、自2018年10月17日的第一期开始。
2、在活动开始后的每个星期三全天进行。

二、活动规则

活动期间，对在陕西省内体育彩票销售网
点购买的高频11选5乐选三中奖彩票、采用胆

拖或复式投注的任选三中奖彩票进行派
奖。派奖前后的奖金如下表：

三、活动延续

派奖活动计划进行5天，如果在第5天最后一期结
束时活动资金没有使用完，则活动按天延续。

四、活动结束

如果在活动期间某一天的某期500万活动资金使
用完，则使用高频11选5的调节基金，保证当天活动的
正常进行，活动于当天最后一期结束后正常结束。

相约体彩星期三 加奖“任三”与“乐三”
高频11选5又有新福利来了! 与你相约星期三，准备好了吗?

本组稿件均由孙红梅 本报记者 刘鸿斌整理

■陕西体彩

上期中出5注头奖

大乐透奖池64.81亿元

为了回报广大喜爱高频游戏的朋友们对体育彩票的大力支持，省体彩中心又
推出了一档关于高频11选5游戏的派奖活动，而且还是针对大家最喜爱的任选三
和乐选三进行的，让大家在投注任选三复式、胆拖玩法中奖的同时，在采用乐选三
投注中奖时也能获得更多惊喜。

陕西群众足球赛事——陕超资讯
新赛季NBA渐入佳境，众多喜欢篮球的彩民乐

在其中。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些妙招，希望对您投注
NBA有帮助。

注意球队低潮期
在NBA，所有球队都会抓住短期状态不好的球

队“打压”。

紧跟状态好的球队
常规赛的“价值”毕竟不比季后赛，很多时候当

某支球队表现出了意料之外的好状态时，联盟其他
球队并不会太过在意。

把握时间节点
一些情况比较特殊的球队，例如“三巨头时期”

的凯尔特人，由于阵容、年龄等各方面因素，常规赛
可能无法将状态一如既往地保持，但是赛季过程中
通常存在一些时间节点，球队会在这段时间突然爆
发或者突然掉队。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是相互的。

避免经验主义
分析NBA的比赛，很重要的一点是打破经验带

来的思维定势，举例来说就是有关“西强东弱”的说法。

猜NBA有妙招：
避免经验主义注意低潮期

陕超联赛积分榜 陕超联赛射手榜 陕超联赛第四轮赛事预告

杨凌首迎全国乒球甲A联赛

陕西三八妇乐女乒
将全力争冠

周琦伤停一个月备受瞩目的2018年中国
乒乓球俱乐部甲A联赛（第二
阶段）将于10月16日至21日
在杨凌举行。全国各地的50
余支球队，近300名乒坛高手
将参加。届时作为东道主，陕
西三八妇乐女乒，将向联赛冠
军发起强有力的冲击。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A联赛是由
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的，国内仅次于中
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高级别乒
球职业赛事，至今已有21年历史。该
赛事每年举行一届，每届分两个阶段进
行，每站有6个比赛日，比赛项目有男
子团体、女子团体及个人排名赛。

虽然中国乒球甲A联赛并非国内
乒球项目的顶级赛事，但作为乒超联赛
的次一级联赛，也有中国乒坛“星工场”
的美誉，因为，中国乒坛的诸多明星大
腕都曾在这个联赛的赛场上留下过激
战的身影。

与以往赛季相比，本赛季的甲A联

赛更是风起云涌——很多球队都大肆
招兵买马，有的球队引入了国家二线队
的年轻球员，有的球队则花大价钱引进
了经验丰富且仍颇具战斗力的前国手，
也有球队请来了实力出众的外援，这也
使得甲A联赛有了“国际范”，比赛的激
烈程度和观赏性也越来越高。

本次比赛是杨凌首次举办该级别
的乒乓球赛事，在接受采访时，杨凌示
范区体育局局长张少文说：“杨凌是农
科城也是体育之城，我们不但期待通过
本次比赛促进杨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同时也希望能够把杨凌的知名度在全
国乃至更多区域内打响。”

全力争冠 三八妇乐女乒磨刀霍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