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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主场作战的凯尔特人
没有让半决赛的悬念继续保
持。首发五虎加上替补斯玛特
全部得分上双，帮助他们主场
114:112 战胜“大帝”恩比德和

“西帝”西蒙斯领衔的 76 人队，
大比分4：1淘汰对手。

双方缠斗到了最后一刻，
雷迪克的抢投三分命中和对方
斯玛特的两罚一中一度让76人
队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斯
玛特将功赎过将西蒙斯的长传
断下，帮助凯尔特人笑到了最

后，赢得了与骑士队“掰手腕”
的东部决赛门票。

凯尔特人用他们习惯的
“多点开花”赢得了这场刺刀见
红的对决。其中塔图姆用25分
的表现告诉对面的西蒙斯，自
己同样是最佳新秀的有力竞争
者。这是塔图姆连续第七场在
季后赛拿到 20 分以上，追平了
同样在本赛季打出过这一数据
的米切尔，并列排在历史第二
位。不过米切尔的季后赛已经
结束，塔图姆下一场还有机会。

凯 尔
特人另外一名得分
超过 20 分的是后卫
布朗，他在出场的 24分钟
时间里三分球 4投 3中，得到 24
分。

76 人队方面，恩比德打出
了 27 分、12 个篮板和 4 个盖帽
的全面数据。不过距离比赛结
束还有22秒时，他上篮不进，补
篮也不进，让球队错过了扳平
比分的最佳机会。他也以8投0
中，追平了 NBA 球员本赛季最

后一分钟关键球全部投
失的最多出手纪录。

76人队的前锋萨里奇则
发挥不错，这名克罗地亚前

锋三分球3投全中，拿下27分的
同时抢到10个篮板。西蒙斯则
得到18分、8个篮板和6次助攻。

战胜 76 人后，凯尔特人与
此前 4:0 淘汰猛龙的骑士队会
师东部决赛。这是双方连续第
二个赛季在东部决赛碰面。去
年骑士队 4:1 淘汰“绿衫军”进
入总决赛。 新华

在马德里大师赛三盘不
敌英国一哥埃德蒙德后，前世
界第一德约科维奇新一周的
世界排名将跌出 Top15。这
是12届大满贯冠军自2007年
来，首度跌出Top15。

2003 年，小德转为职业
球员，正式开始职业生涯。小
德并没有浪费时间，在他 16
岁那年他夺得了个人首个希
望赛冠军。在小德 17岁的第
二天，他夺得了第一个挑战赛
冠军。2006 年，在荷兰阿默
斯福特德约科维奇夺得了第
一个ATP冠军。小德在 2003
年 7 月正式进入 ATP 世界排
名，仅仅两年后他便闯进了前
一百。在 2007 年之前，小德

迅速成长为巡回赛中最好的
球员之一，仅次于费德勒和纳
达尔。

在那一年，小德赢得了将
近 70场比赛。并在阿德莱德
获得冠军，这使得他排名首次
进入世界前 15。从那时候到
现在，小德约在Top15待了将
近 600 周，超过了 11 个年头，
然而这一切都将在下周结束。

在马德里大师赛第二轮
输给英国人埃德蒙德后，德约
在2018年至今仅仅只赢了12
场比赛中的 6场。由于肘伤，
小德在 2017年早早宣布赛季
报销。而马德里站只是他在
过去 12 月里的第十站比赛，
他赢下了过去 31场比赛中的
比赛 22 场，但这并不能让他
继续待在Top15。

而再往后看，小德约还有
可能会跌出前二十（自 2006
年排名保持在 Top20 以来）。
因为在接下来的罗马大师赛
中，小德有 600 分需要保卫。
他在高位排名中呆了 223周，
四次获得年终排名第一，并有
十年半以上（2007 年 3 月-
2017 年 11 月）排名前十。以
目前的情况来看，德约科维奇
并没有找到他回归的正确方
式。 腾体

多纳鲁马的两次失误和
卡利尼奇的乌龙球，让 AC 米
兰在9日的意大利杯决赛中0：
4 负于尤文图斯，后者也创下
了意大利杯四连冠的纪录。

比赛第56分钟，贝纳蒂亚
接皮亚尼奇角球头球破门。
第 61 分钟，科斯塔禁区外远
射，米兰守门员多纳鲁马不慎
将球扑进球门，尤文图斯 2:0
领先。第64分钟，曼朱基奇接
角球冲顶，多纳鲁马又出现脱

手失误，被贝纳蒂亚抢点补射
成功。第75分钟，卡利尼奇在
防守对方角球时又打入了乌
龙球。

意甲联赛冠军近在咫尺，
尤文图斯马上就能实现连续
四年双冠王的纪录。AC米兰
尽管输掉了决赛，但是他们也
很有可能从联赛中获得下赛
季欧战资格。而尤文的传奇
守门员布冯则有可能在本赛
季结束后退役。 新华

英国一名顶级职业足球
运动员为“艳遇”遭勒索 50 万
英 镑（约 合 431.8 万 元 人 民
币），跳窗逃出房间后报警。

英国《太阳报》10 日援引
消息源的话报道，这名球员随
俱乐部踢客场比赛时，把自己
在球队下榻酒店的房间钥匙
留在前台，让“艳遇”女子来
取。但是那名女子没有拿钥
匙，而是直接敲门进入球员房
间。过了一会儿，两名男子取
钥匙打开房门，气势汹汹地向

球员索要50万英镑，威胁说如
果不给钱就把这件事告诉与
球员长期交往的女友。

这名球员设法从窗户逃
出，之后报警并向女友坦白此
事。

球员逃出时留在房间的
手机、汽车钥匙和其他一些私
人物品丢失。警方已拘捕涉
案的一男一女。

报道说，“出于法律原因
不能公开球员姓名”。

新华

市乒校时隔八年重夺
全国少乒赛团体冠军

京江晚报讯 昨日，2018 年
“红双喜·开拓杯”全国少儿乒乓
球比赛在浙江安吉落下帷幕。我
市乒乓球运动学校选手董浩然、
袁豪哲、董骐纶、孙梓恒荣获男子
乙C组别团体冠军。董浩然、袁
豪哲并列获得男子乙C单打第三
名。夏小茜获得女子乙B组单打
第二名。

本项赛事是由国家体育总局
乒乓球网球管理中心和中国乒乓
球协会主办，全国共有 42个单位
500名运动员参赛。市乒乓球运
动学校 16 名队员参加了两个组
别的比赛。

这是继 2010 年获得全国创
新杯的团体冠军后，时隔八年，我
市乒乓球运动学校再创佳绩夺得
全国少乒赛团体冠军。 （尹萍）

镇江高专学子
获省运会高校部乙组
男子百米冠军

京江晚报讯 昨天下午，从南
京大学仙林校区传来喜讯，镇江
高专现代装备制造学院学生童
扬，在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高
校部乙组男子 100 米短跑中，勇
摘桂冠。

据了解，在2017年11月上旬
举办的镇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高
校部田径决赛中，童扬就曾摘夺
男子 100 米、男子 200 米两块金
牌，成为我市男子百米和两百米
双冠王。 （朱春瑜 古瑾）

镇江大叔领走
7位数5000万大奖

今年，是体彩 7 位数玩法上
市 20 周年。作为我省彩民独享
的“百万富翁生产线”，7位数在5
月4日又创造了一位5000万的大
赢家。这是 2018 年江苏体彩截
至目前中出的最大奖，也是 7 位
数史上第二大奖。5 月 10 日，中
奖者刘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现
身省体彩中心领走大奖。

一开口，刘先生就十分欣慰
地表示，“我已经两次错过7位数
头奖了，好在这次被我抓住了。”
原来，作为体彩的资深爱好者，刘
先生对 7位数情有独钟。7位数
的开奖日，更是熟稔于心，几乎期
期不落。在少数几次没有投注的
期号里，有两次让他记忆犹新。
一次是钱没带够，一次是忘记打
票，偏偏就这两期开出了他原本
打算投注的号码。5月 4日开奖
的7位数第18067期，刘先生收获
了一份大礼。当期，7 位数开出
10 注头奖，奖金总计 5000 万元，
被刘先生一人独揽。 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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