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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4月13日电 美职
篮13日展开季后赛首轮的4场对决，
除勇士121∶104轻取快船外，掘金、猛
龙、76人三支位列东西部前三的球队
分别被马刺、魔术、篮网击败，上演了
三幕“下克上”的好戏。

主场作战的勇士状态神勇，库里
全场命中8记三分球，超越雷·阿伦成
为季后赛新的三分王。快船的哈雷尔
和路威分别得到26分和25分，正是他
俩的出色发挥，让快船在第二节一度
迫近比分。勇士另一得分利器杜兰特
在末节与贝弗利发生冲突，两人均被
驱逐出场，杜兰特离场前得到23分。

魔术客场挑战东部第二的猛龙，
奥古斯丁开局里突外投连续砍分，猛
龙则在伦纳德的带领下30∶25领先首
节。次节，奥古斯丁和队友富尼耶连
续命中远投，一度领先16分。但猛龙
在次节末段和第三节打出两波进攻高
潮，迅速反超比分，手握1分优势进入
末节。

最后时刻，伦纳德连得5分，猛龙
101∶99领先。奥古斯丁上篮扳平比分
后，又在弧顶命中远投，率魔术104∶
101锁定胜局。此役，魔术7人得分上
双，奥古斯丁拿到最高的25分；伦纳德
和西亚卡姆为猛龙得到25分和24分，
核心后卫洛瑞7投0中交出白卷。

同样战至最后时刻输球的还有掘
金。坐镇客场的马刺凭借团队进攻和
丰富的季后赛经验，自首节25∶20领
先后便牢牢压制掘金。全场得到10分
14个篮板和14次助攻的约基奇则率
领掘金紧咬比分。最后时刻，穆雷前
场抢断打成“2+1”将分差缩小至1分，
但随后他投丢中投，又被对手抢断。
马刺101∶96拿下首场胜利。

此役获胜后，马刺主帅波波维奇
执教生涯的总胜场数达到1413场，成
为美职篮历史第一人。马刺全队5人
得分上双，德罗赞得到18分和12个篮
板。掘金的哈里斯得到20分，穆雷贡
献17分6抢断。

另一场“下克上”的比赛中，排名
东部第三的76人以102∶111不敌篮
网。“大帝”恩比德至赛前才决定上场，
全场得到22分15个篮板5次封盖的
他仍未能阻止球队落败。篮网全场三
分球26投11中，但仍远远高过76人
的25投3中，仅此一点足见76人整体
进攻的疲软。此役，篮网6人得分上
双，拉塞尔得到全队最高的26分。

本报讯 北京时间4月14
日，金州勇士121∶104轻取快
船，总比分1∶0领先。

此役，库里出战37分钟，
得到38分15篮板7助攻，三分
球12投中8。由此，库里生涯
季后赛三分球总数达到 386
个，超越雷·阿伦（385 个），升
至历史第一位。

赛后，无论是勇士将帅，还
是对手，都在赞扬库里，队友格
林说道，“他打破了很多三分球
纪录，我不会感到惊讶……现
在，所有人都在说他是NBA历
史最佳射手，我认为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好争议了。”

勇士主帅科尔则表示，
“他的表现太棒了，我认为他
现在正值巅峰期，而且巅峰期
还将持续多年……他已经打
了很多次季后赛，经历了很多

事情……过去5年，我被问过
很多次类似的问题，很多人都
想知道，这是他（生涯）的最佳
表现了吗？但这5年，他一直
都是这么打球的。”

对手主帅里弗斯也感慨，
“真希望能够阻止库里，他很优
秀，是一名很棒的球员……站
在我们这些教练的角度，我仍
认为库里是NBA中最被低估
的球员之一……他几乎无所不
能。”

谈到三分球超越雷·阿伦
时，库里本人却非常谦虚，他表
示，“显然，能够打破这样的季
后赛纪录，你需要打很多季后
赛。这就是我的比赛方式，我
对自己的每一个投篮都非常自
信。能够超越雷·阿伦这样的
名人堂级别球员，我非常荣幸，
并且心怀感激。”（勇明）

库里季后赛首战便折服众人

科尔：他的巅峰期还能持续很久

本报讯 北京时间4月14
日，金州勇士主场121∶104大
胜洛杉矶快船。本场比赛前，
美媒的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
至今，勇士在季后赛中就显示
出了所向披靡的状态，他们在
2015年、2017年以及2018年
都拿到了总冠军。

2015年季后赛，勇士的战
绩是16胜5负；2016年，他们的
战绩是15胜9负；到了2017年，
他们以16胜1负的傲人姿态卷
土重来，重夺总冠军；而到了
2018年，他们依旧强势，16胜5

负拿到了那年的总冠军奖杯。
在14日的这场剑拔弩张

的西部季后赛首轮第一场的比
赛中，即使在杜兰特与贝弗利
双双被罚出场的情况下，勇士
还是轻松获胜，他们以17分的
优势拿下对手，这足以说明勇
士强大的实力。

本赛季，勇士再次以西部
第一的姿态杀入到总决赛，并
且在首轮G1的比赛中大胜对
手，接下来他们又会有怎样的
表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士人）

一进入季后赛就显示出极好的状态

勇士目标直指“四冠王”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在14日进行的中超联赛第五轮
北京人和与广州恒大淘宝的比赛
中，凭借陈杰在最后时刻的进球，
北京人和主场2∶1战胜在大部分
时间里以10人作战的恒大，在取
得赛季首胜的同时也送给对手本
赛季联赛的第一场败仗。

本场比赛开场仅15分钟，恒
大外援保利尼奥在拼抢中踢中罗
歆头部，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
下。少一人作战的恒大在第28
分钟取得领先，塔利斯卡的任意
球击中门柱，罗歆的解围又弹在
门框上，杨立瑜随后补射得手。
半场结束前，主队扳平比分，罗歆
右路传中，迪奥普头球破网，这也
是恒大本赛季在联赛的首粒丢
球。

易边再战，广州恒大连续获得
破门良机。先是替补登场的于汉
超的近距离射门被刘健在门线前
封堵，随后塔利斯卡在后门柱的铲
射又击中立柱。伤停补时最后时
刻，迪奥普在禁区线附近横传，陈
杰劲射破门，2∶1，广州恒大连续两
个赛季在客场负于北京人和。

广州恒大目前4胜一负仍积

12分，拿到3分的人和则终于摆
脱了垫底位置。

当日，在其它几场比赛中，北
京国安2∶1胜河南建业，上海上港
2∶1胜武汉卓尔，山东鲁能0∶1不
敌大连一方。

10人作战遭北京人和绝杀

恒大新赛季吃到首场败仗

保利尼奥（右三）在比赛中被
主裁判王迪出示红牌罚出场外。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上海4月14日电 超
越杆位发车的队友博塔斯，一路
领先最终拿到F1历史上第1000
站的冠军，这是汉密尔顿第六次
在上海大奖赛夺冠，也是他职业
生涯的第75个分站赛冠军。

这位梅赛德斯车手在排位赛
中位列第二，发车后抓住机会超
越队友博塔斯，并将优势保持到
了最后，最终用时1小时32分06
秒350，成为F1历史上第1000站
赛的冠军。博塔斯和法拉利车队
的维泰尔排名第二、三位，分别落
后汉密尔顿6秒552和13秒744。

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列第
四，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列第
五，芬兰车手莱科宁以第九名完
赛。值得一提的是，本赛季开赛
以来，梅赛德斯车队已经连续3
站包揽一、二名。

在前一天的排位赛中开出最
快圈速的博塔斯杆位发车。梅赛
德斯、法拉利和红牛车队分别占
据了前三排的发车位置。正赛一
开始，博塔斯就被挤到了第二，红
牛二队的科维亚特和两辆迈凯轮
赛车发生碰撞，造成赛道上短暂
的黄旗，诺里斯和赛恩斯也因此
落到了最后。

第36圈，梅赛德斯选择让汉
密尔顿和博塔斯罕见的同时进
站，前者用时3.2秒，后者用了3
秒。法拉利的两辆赛车一直试图

追赶。但在第39圈，博塔斯超越
勒克莱尔，梅赛德斯的两辆赛车
牢牢占据了前两位。

倒数第三圈，红牛车队的加斯
利进站换上全新软胎，并最终超过
维泰尔当天创造的最快单圈速，获
得额外的1分。本站大奖赛最佳
车手归属阿尔本，他从维修区出
发，最终以第十名的成绩完赛。

本站过后，汉密尔顿反超博
塔斯成为车手积分榜第一名，博
塔斯和维斯塔潘分别排在第二、
三名，维泰尔攀升到第四。车队
方面，梅赛德斯依然保持领先，法
拉利和红牛车队紧随其后，雷诺
车队上升至第四名。

F1第1000站赛冠军产生

汉密尔顿六度在上海称雄

汉密尔顿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
电 广汽传祺·2019北京国际长
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14日
鸣枪起跑。中国选手刘洪亮和来
自埃塞俄比亚的切·塔克勒分获
男女冠军，并双双打破赛会纪录。

当日早7时，两万余名选手
于天安门广场前起跑，途经东城
区、西城区、朝阳区，抵达比赛终
点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庆典广
场。中国选手刘洪亮以1小时5

分24秒获得男子组冠军。肯尼
亚选手西拉斯·图以两秒之差位
居第二，另一名肯尼亚选手基普
罗普以1小时5分47秒获得季
军。

女子组方面，来自埃塞俄比
亚的塔克勒以1小时12分21秒
获得冠军。中国选手马玉贵、焦
安静分获第二、三名，成绩分别是
1小时12分31秒和1小时18分
47秒。

北京半程马拉松赛落幕

男女冠军双双打破赛会纪录

据新华社美国奥古斯塔4月
13日电 2019年美国高尔夫球
大师赛13日在佐治亚州奥古斯
塔国家高尔夫俱乐部战罢第三
轮，结果意大利名将莫利纳里手
感绝佳，单轮轰下低于标准杆6
杆的66杆的成绩，以总成绩203
杆独自领跑排名榜，美国球星、

“老虎”伍兹和同胞菲瑙以两杆之
差居次席，中国球员李昊桐并列
第57位。

四届大师赛冠军伍兹本轮状
态依旧不错，虽然先吞下一个柏
忌，但随后在6号至8号洞三个
洞连续捉下3只“小鸟”，转场后
又捉3“小鸟”，单轮成绩为低于
标准杆5杆的67杆。

莫利纳里上一轮结束后同其
余四名球员并列第一，本轮他的

表现依旧老辣稳健。虽然在伍兹
之后出发，但莫利纳里在当日比
赛中没有被压力压倒，前9洞捉
到2个“小鸟”，转场后则火力全
开，从12洞至15洞连续捉下4个

“小鸟”，将此前领先1杆的优势
扩大至2杆。

中国球员李昊桐本轮表现较
为平淡，捉到2个“小鸟”、吞下3个
柏忌，三轮下来以高于标准杆3杆
的219杆并列排在第57位。李昊
桐对于自己的成绩感到有些遗憾，
他说：“还是需要在推杆以及其余
方面继续加强，最后一轮我的策略
不会改变，我想展现出自己最好的
状态，名次往前排一些。”

李昊桐去年大师赛也成功晋
级决赛轮，最终并列排名第 32
位。

美国大师赛莫利纳里暂列第一

“老虎”伍兹两杆落后

美
职
篮
季
后
赛
首
轮
三
支
球
队
﹃
以
下
克
上
﹄

库
里
率
勇
士
轻
松
掀
翻
快
船

库里外线“发炮”。

库里能突、能
投，让人防不胜防。

杜兰特暴扣。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 14
日电 CBA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新
疆广汇汽车与辽宁本钢第三回合
的比赛14日在乌鲁木齐开战。
凭借郭艾伦砍下的34分，卫冕冠
军辽宁在上半场曾以两位数落后
的局面下109∶100客场翻盘，将
大比分扳成1∶2，在7场4胜制的
系列赛中抢回一线生机。

双方首节便奉献了精彩的攻
守大战，双方在第一节均未能建
立明显领先优势，赵继伟在节末
面对斯托克斯的一记准压哨三分
帮助辽宁队将比分追至25∶27。

新疆在第二节后半段进攻起
势，在5分钟左右的时间内打出
一波16∶4的小高潮。在费尔德
命中一记超远三分后，新疆队将

CBA半决赛郭艾伦34分为辽宁队续命

卫冕冠军客胜新疆抢回一线生机
比分拉开到了50∶39。半场结
束，新疆55∶46领先。

下半场伊始，新疆在进攻
端愈发自信，比分一度被拉开
至66∶51。上半场较为沉寂的
郭艾伦随后站了出来，以三分、
快攻、突破连得9分，吹响了卫
冕冠军反击的号角。新疆一侧
进攻则突然断电并失误连连，
哈德森的三分和罚球帮助辽宁
扳平了比分。第三节结束，双
方战成82平。

第四节，新疆进攻持续疲
软，辽宁则在郭艾伦和巴斯的连
续得分下将比分一度拉开至99∶
89。最后时刻，李根在手握3次
罚球机会的情况下仅中1球，彻
底失去了迫近比分的机会。郭艾伦（左）带球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