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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布朗·詹姆斯，这是过去
七年所有东部劲旅都无力迈过
的山峰。如今，东部“抗詹”大
剧即将上演第八季。塔特姆、
罗齐尔等少壮派球员领衔的凯
尔特人必将为掀翻“詹皇”王座
全力以赴。在13日进行的美职
篮东部决赛首场对决中，主场
作战的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以
108:83 大胜老对手克利夫兰骑
士队，为球队赢得开门红。

相比全员健康的骑士，本
赛季的凯尔特人不得不长期

“忍受”核心球员作壁上观。今
年常规赛，凯尔特人换了 19 套
首发，季后赛又来回变阵。东
部决赛第一场，凯尔特人再次
祭出全新的首发阵容，这套阵
容并没有让少帅史蒂文斯失
望。后卫杰伦·布朗为球队拿
下 23 分和 8 个篮板，是球队最
大功臣。其余几位首发的状态
也都非常出色，前锋莫里斯砍
下 21分和 10个篮板，担任中锋
的霍福德获得 20 分，新秀塔图
姆16分。

詹姆斯率领的骑士则全队
陷入低迷，詹姆斯得15分，中锋
勒夫 17分，其余三位首发 JR史
密斯、科沃尔和乔治·希尔加起
来才得了 14分，全队前 14个三
分球全部投丢，状态之差可见
一斑。凯尔特人队在第一节就
以 36:18 领先，半场以 61:35 领
先。虽然第三节骑士状态稍有
回升，但是很快遭到压制，詹姆

斯也早早被换下休息。
不过詹姆斯对球队的糟糕

状态并不是很担心。“这不是什
么一场定胜负的‘疯狂三月’，
我以前曾经大比分落后一场，
也曾经落后两场，我有过这种
经历。虽然今天比赛失误很
多，投丢的球也很多，但这也不
是世界末日，下一场我们重新
来过。”詹姆斯说。

比赛中凯尔特人的莫里
斯、布朗、塔图姆等数位球员轮
流防守詹姆斯，并且经常采取
双人包夹战术，大大削弱了詹
皇的进攻能力，同时还切断了
詹姆斯和其余骑士队员的联
系，这是凯尔特人队获胜的主
要原因之一。詹姆斯承认对手
防守策略非常成功。他同时表
示将仔细研究比赛录像，看看
到底“凯尔特人队是如何让骑
士感到难受的”。

两队第二场交锋将继续在
凯尔特人队主场进行，时间是
15日。 综合

凭借“灯泡”组合的强劲动
力，火箭如愿闯入NBA西部决
赛。但站在他们面前的是已连
续3年晋级总决赛的勇士，火箭
若想继续升空，首先要做的就
是掰折勇士手中的“死神镰
刀”——杜兰特。

作为典型的“小球”球队，
火箭与勇士的角力将重点在外
线展开。早在赛季开始前，火
箭的阵容搭建似乎就已将勇士
作为“终极假想敌”。自2012年
连续 5年入选最佳防守阵容的
控卫保罗、塔克、巴莫特、阿里
扎等都是以防守见长的锋线悍
将，其主要目的就是为最大程
度限制勇士外线火力。

让勇士“四巨头”各得 20

分，还是让其中一人独砍 40+？
在面对这道选择题时，大多数
球队是没有主动权的。但本赛
季的火箭却能依靠无限换防，
压制勇士以频繁挡拆为主的整
体进攻，迫使对手转为个人强
攻。在常规赛的三次对决中，
火箭凭此2胜1负略占优势。

在控卫位置上，力量足、脚
步快、判断准的保罗仍是限制库
里的最佳人选。曾被诟病“攻强
守弱”的哈登本赛季防守态度大
为改观，再加上火箭的整体防守
策略，克莱·汤普森持球单吃“西
詹”的把握也并不高。

其他位置实力相对均衡，
杜兰特将成为勇士强攻的首
选。面对状态正佳的杜兰特，

无论是塔克、巴莫特，还是阿里
扎都无法在一对一防守时有效
限制“死神”，可一旦内线协防
增多，卡佩拉极有可能早早陷
入犯规过多的泥潭。

除设法在防守端限制杜兰
特外，火箭还需提前对“灯泡”
组合进攻受阻的情况做好预
案。一旦哈登或保罗发挥欠
佳，火箭必须要有人能接过盘
活球队的重任，否则不仅卡佩
拉难以“吃到饼”，外线射手群
也将“难为无米之炊”。

当然，“灯泡”组合也不是
说限制就能限制的。不管是苦
熬 13 年终圆西决梦的保罗，还
是MVP呼声颇高的哈登，都将
展现出更加强硬的态度。 新华

西部决赛前瞻：
火箭欲升空 需先掰折勇士的“死神镰刀”

随着 5月 12日第 18054期开
奖结束，“6 亿元大派奖”之固定
奖派奖、总额 3 亿元的派奖奖金
全部送出。派奖期间，追加投注
走俏彩市，据统计，前 14 期全国
共有 5728 万人次分享了固定奖
派奖奖金。

派奖期间，部分购彩者以“2
元可中 1500 万，3 元可中 2400
万”为目标，冲击一等奖派奖；部
分购彩者则定了个“3元投注，中
5元得10元”的小目标，以追加投
注的形式，参与分享固定奖派奖
的乐趣。

随着追加投注不断走俏彩
市，参与人数不断增多，今年的
固定奖派奖速度较往年有所加
快。据统计，派奖第 14 期，总额
为3亿元的固定奖派奖奖金全部
送出。其间，平均每期送出的派
奖奖金超过了2142万元。

派奖期间，全国共有 5728万

人次分享了固定奖派奖带来的
实惠和乐趣。其中，在第 18042
期的固定奖派奖中，超过 543 万
人次受益，派奖金额3095万元。

根据派奖规则，派奖期间，
基本投注时，固定奖（四/五/六等
奖）的奖金为 200元、10元、5元。
而追加投注后，固定奖（四/五/六
等奖）的奖金为 400 元、20 元、10
元。3元投注比 2元时奖金实现
翻倍。

“这种派奖形式是真好啊，
人人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在体
彩投注站，销售员们谈起固定奖
派奖时赞不绝口。

“6 亿元大派奖”狂欢继续！
精彩不容错过！

2018 竞彩普及日来袭！世
界杯，该你上场！ 体彩

大乐透派奖14期送出3亿元
5728万人次分享固定奖派奖

京江晚报讯 在前天结束的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高校部
乙组男子 200 米短跑决赛中，镇
江高专学子童扬再展“飞人”风
采，获得第一名，并在复赛中跑
出了22.08秒的个人最好成绩，拿
到了本届赛事继百米金牌后的
第二块金牌。

童扬是镇江高专现代装备

制造学院的学生，在市、校领导
和教练的关心指导与精心培养
下，苦练21个月时间，在男子100
米、200米短跑项目上，包揽了校
运会、市运会、省运会三大赛事
的金牌，实现了人生中田径短跑
项目上的第一个“大满贯”，这在
我市高校系统中并不多见。

（朱春瑜 古瑾）

镇江高专学子再获省运会200米冠军

京江晚报讯 昨天，2018 年
江苏省健美健身锦标赛在常州市
环球港落下帷幕。我市共选派七
名选手参赛，陈建丞获男子古典
健美171cm以下冠军和男子古典
全场冠军，袁猛获元老组级别冠

军、男子传统 70 公斤级亚军，吴
佩业获古典男子175cm以下第三
名，黄炳江获男子传统 80公斤以
下第五名，叶倩获女子比基尼 A
组第五名。

（钱晓 翟进）

省健美健身锦标赛 我市选手获佳绩

西甲第37轮13日结束，巴塞
罗那客场4:5不敌莱万特，本赛季
联赛不败金身告破。

梅西轮休未出现在比赛中。
尽管库蒂尼奥上演“帽子戏法”，
苏亚雷斯也罚入一记点球，但博
阿滕的三个进球和巴尔迪的两度
建功却让主队从新科西甲冠军身
上成功拿到3分。巴萨本赛季在
西甲赛场上的不败纪录遭到终
结，从上赛季第 32轮开始的联赛
不败纪录也定格在43场。

开场仅 9 分钟，莱万特便首
开纪录：博阿滕接莫阿莱斯的传
中门前近距离抽射入网。第 31
分钟，主队再下一城：博阿滕接队
友直塞，突入对方禁区，晃过特尔
施特根和塞梅多后近距离将球射
入。第 38分钟，库蒂尼奥禁区边
缘横向带球拉开空当后劲射破

网，为巴萨在半场前将比分扳为
1:2。

下半场刚开场，莱万特再度
拉开比分：巴尔迪在禁区弧顶处
怒射破网。第 49分钟，博阿滕在
反击中突入对方禁区，低射球门
远角得手，打入个人本场的第三
个入球。第 56分钟，巴尔迪反越
位成功，接队友直塞将球推入球
门左下角，为莱万特将比分扩大
至5:1。

巴萨此后奋起直追。第 59
分钟，登贝莱的射门被对方后卫
挡出，库蒂尼奥小禁区边缘补射
入网。第 64分钟，巴西人又在禁
区弧顶处抽射，完成“帽子戏
法”。第 71 分钟，博阿滕禁区内
对布斯克茨犯规被判罚点球，苏
亚雷斯主罚命中，为巴萨将比分
定格在4:5。 新华

巴萨不敌莱万特
联赛43场不败纪录终结

美职篮东部决赛首场，詹姆斯低迷仅获15分

少壮“绿军”掀翻骑士

凯尔特人当天主场表现相当凶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