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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尽管雷

霆队常规赛排名在赛季末段不断下跌，

但是队中头号球星威斯布鲁克在常规赛

结束之前， 还是完成了一项能人所不能

的成就。 在 6 日雷霆主场以 123:110 击

败活塞的比赛中，威斯布鲁克出场 35 分

钟并得到 19 分、8 篮板和 15 助攻，从而

完成了连续三个赛季常规赛得到场均三

双数据的惊人成就。

历史性一刻出现在比赛的第一节，

威斯布鲁克送出了本场比赛的第 3 次助

攻。算上这三次助攻，威斯布鲁克本赛季

的助攻数来到了 730 次。 由于本赛季即

使剩下的比赛全勤， 威斯布鲁克也将总

共出战 73 场，他本赛季场均助攻肯定将

达到或超过 10 次。

另外， 威斯布鲁克本赛季此前已经

得到了 1585 分和抢到了 766 个篮板，所

以他已经完成了本赛季常规赛场均三双

的成绩， 这也是他连续第三个赛季完成

场均三双。

谈及这一成就，“威少” 赛后表示：

“我很幸运，我做了我每晚应该做的。 我

想对每个人说感谢， 我的队友们在场上

一起努力，他们让我的工作变简单了。我

只是尽我所能来影响比赛。 ”

在另一场常规赛中， 掘金在主场以

119:110 战胜开拓者。 此役过后，掘金以

53 胜 26 负的战绩锁定了西北赛区冠

军。自 2010 年来，时隔 9 年后，掘金再度

获此殊荣。西北赛区是 NBA 西部三大赛

区之一，包括掘金队、开拓者队、爵士队、

雷霆队和森林狼队。 本赛季除了森林狼

队外， 西北赛区其余 4 支球队都拿到了

晋级季后赛的资格。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在昨日

的 NBA 常规赛中， 勇士主场以 120:

114 战胜骑士，豪取 4 连胜同时送给对

手 8 连败。 库里轰下 40 分 6 篮板和 7

助攻，勇士生涯总得分超越保罗·阿里

金，升至队史第 3。 赛前，勇士为尼克·

杨举行了领取冠军戒指的仪式。

这场比赛，库里一上来状态极佳，

首节就 7 投 5 中，三分球 4 投 4 中轰下

18 分。 半场结束，库里已经得到 23 分，

勇士生涯总得分达到 16266 分，追平保

罗·阿里金，并列队史第 3，仅次于张伯

伦和里克·巴里。 而在第三节，库里再

得 12 分，率领勇士保持优势。 在末节，

勇士遭到骑士反扑，但终场前，库里投

中关键三分，随后又两罚全中，杀死了

比赛。 全场，库里得到 40 分。

这是勇士本赛季倒数第 2 个主

场，球队在赛前为尼克·杨举行了总冠

军戒指领取的仪式。 尼克·杨一身休闲

装打扮， 带着自己的儿子走到甲骨文

球馆中央，接受球迷的欢呼，之后格林

作为勇士的代表将冠军戒指颁给了尼

克·杨。 仪式结束后，尼克·杨走下场，

和科尔、 杜兰特、 库里等人一一打招

呼，场面非常温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昨天晚

上，在西甲第 31 轮的一场较量中，西班

牙人凭借达德尔的远射破门以及远射制

造对方门将乌龙， 客场 2:1 击败了赫罗

纳，取得了宝贵的三分。这也是自武磊加

盟球队以来， 西班牙人第一次在客场取

得胜利。

本赛季西班牙人在联赛的客场战绩

十分糟糕，本场赛前只有 1 胜 6 平 8 负。

球队上一次客场赢球还早在 5 个半月之

前，当时他们客场 2:0 击败了韦斯卡。 此

后球队在西甲的客场只取得 4 平 6 负的

成绩， 而武磊加盟之后球队在客场是 3

平 1 负。如果再算上 3 场国王杯，那么西

班牙人在本场赛前已经连续 13 个客场

不胜了，只有 5 平 8 负。

本场获胜之后， 西班牙人的积分来

到 38 分，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领先倒数

第三的塞尔塔 9 分， 暂时拉开了与降级

区的差距。本场比赛，武磊在上半场就制

造了两次极具威胁的得分机会， 但遗憾

的同进球擦肩而过。

第 9 分钟，武磊在中场成功抢断，带

球一路长途奔袭，来到禁区前沿。 面对

对方两名防守球员， 武磊显得非常冷

静，起脚射门，但无奈射门偏出，打在了

边网上。 随后在第 30 分钟，武磊又一次

获得破门机会，他在前场高速插上，接队

友长传后吊射，但射门又一次偏出，武磊

与自己的西甲第二粒进球又一次擦肩而

过。

武磊上一次在西甲赛场上进球是在

对阵瓦拉多利德的比赛中， 那也是武磊

在西甲的唯一进球。

“威少”连续三赛季场均三双

库里打出里程碑一战

西班牙人客场破荒

武磊遗憾错失进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京时间 4 月 6 日， 中超联赛

第四轮中， 天海主场 0:0 战平

华夏，终止了此前三连败的颓

势，拿到了新赛季的第一个积

分。

开季前三战， 天津天海分

别 0:3 恒大、1:2 深圳 、2:4 山

东，昔日的中超土豪球队在背

后东家倒掉后急速下滑，保级

已经成为这支球队的唯一目

标，面对同样落魄的河北华夏，

天海希望终结此前的连败。

不过天海赛前遭遇了一些

意外，主力球员王永珀和雷纳

尔迪尼奥都因伤缺席，这对球

队来说是不小打击，毕竟两人

是队内技术最好的球员，也是

进攻发起点。 面对这种情况，

沈祥福只能以守为上，先做到

不丢球，毕竟只要不丢球就输

不了。

好在对面的华夏也足够配

合，两支球队为观众奉上了一

场无聊透顶的比赛，不过结果

对天海来说是好的，毕竟让连

败画上句号，也拿到了第一个

积分。

可摆在天海眼前的局势仍

很严峻，下一轮他们就将面对

同城对手泰达。 德比之后，天

海将面对上海双雄、重庆斯威、

广州富力以及北京国安，无论

哪场比赛都不好拿分，这支球

队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

天津天海

终于拿到第1分

两次与进球失之交臂，武磊非常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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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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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里成为队史得分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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