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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轻取开拓者先下一城

这个西部决赛有点“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少山 ）

在西部季后赛前两轮展示了黑马

潜质的波特兰开拓者队，在西部决

赛第一场的比赛中，并没能给金州

勇士队带来任何的麻烦。他们在昨

天上午进行的比赛中以94:116败

北。

不出所料，开拓者并没有拿出

足够的硬度与勇士对抗。而获胜的

勇士队也没有交出非常出色的答

卷。第3节比赛，在领先对手超过10

分的情况下，勇士队主帅科尔甚至

因为球员在场上的漫不经心而主

动叫了暂停。

某比赛直播平台的解说嘉宾

甚至认为：联盟主席萧华应该在心

里埋怨雷霆队，因为雷霆队在常规

赛尾声战胜了火箭，导致后者的常

规赛排名掉落西部第4， 不得不在

西部半决赛提前遇上了勇士队。

和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西部

决赛”已经在火箭对阵勇士的时候

上演过了。目前现在正在上演的西

部决赛， 在激烈和精彩程度上，远

不如“火勇”第二季的剧情。

看过本场比赛的球迷都会因为这样

几个细节， 而对这一场的西部决赛感到

失望。

其一，全场比赛，开拓者全队的正负

值均为负数，而勇士队均为正数。 这也意

味着， 无论勇士队派出哪个球员或者是

使用怎样的阵容搭配， 对面的开拓者至

始至终都无法在比赛的任何一个时间段

领先或者占据优势。

其二，开拓者“双枪”在与勇士队“水

花兄弟”的比拼中，处于全面下风。 库里

和汤普森分别得到

36

分以及

26

分， 前者

命中了

9

个三分球，而后者除了又在比赛

中上演暴扣以外， 还贡献了

2

个封盖和

3

记抢断。 汤普森把对位的麦科勒姆防出

了“阴影”。 在汤普森的轮流“招呼”之下，

利拉德和麦科勒姆本场比赛加起来才得

到

36

分，和库里一人的得分相当。

其三， 虽然在很多时候勇士队员都

显得有些放松，但整体上，他们拿出了足

够的防守强度以及针对性。 勇士队全场

比赛坚决夹击利拉德， 逼迫开拓者只能

依靠麦科勒姆以及第六人胡德的单打来

结束大部分的进攻回合。 全场比赛，开拓

者全队失误次数达到

21

次， 是他们今年

季后赛以来的新高。

最后， 开拓者中锋坎特在防守端脚

步过慢的弱点，再次被勇士针对。 杜兰特

的缺席， 勇士拿出了他们在

2014

—

2015

赛季夺冠的必杀技———为库里做掩护和

挡拆，给予他足够的三分球出手空间。 只

要是坎特防守的勇士球员， 必定会为库

里做掩护， 库里在得到掩护后马上外线

出手。 全场比赛，库里三分球出手

15

次，

命中了

9

个。 而他的替补库克，在三分线

外也有

3

投

2

中的表现。

赛后， 很多人都讨论到了开拓者在

这轮系列赛上， 感受到的体能和心理上

的双重压力。 麦科勒姆认同，这样的压力

导致了他们在首场比赛中发挥欠佳，“这

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不找借口，我们要

好好准备下一场比赛。 ” 郑少山

鹈鹕爆冷抽得“状元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少山）

2019

年 NBA 选秀顺位抽签首次实行新规

则，最终鹈鹕在昨日的抽签大会上爆冷

获得“状元签”。 灰熊、尼克斯和湖人分

别拿到榜眼、探花和第 4 顺位选秀权。

鹈鹕原本获得状元签的概率是

6%，最有希望获得第 1 顺位的 3 支球队

分别是太阳、尼克斯以及骑士。 美国媒

体普遍认为，尼克斯成了本次选秀抽签

的最大输家。

联盟之所以实行新的抽签规则，就

是为了避免 NBA 球队无底线地摆烂。

在新实施的规则中，有 3 支球队获得状

元签的可能性相当，概率为 14%。 与旧

规则的 25%相差甚远。 新规则的另一个

改变是， 由原来的前三顺位抽签决定，

变成目前的前四顺位抽签决定。

高顺位新秀热门杜克大学的蔡恩·

威廉森以及 RJ·巴雷特被请到了这次选

秀顺位抽签的现场。 有传闻称，状元秀

的不二人选蔡恩原本以为自己很有可

能会加盟尼克斯，在得知状元签花落鹈

鹕之后，他迅速离开了房间。 不过，面对

采访， 蔡恩表示，“我从未去过新奥尔

良，但我会带着努力争胜的精神加入任

何选中我的球队。 ”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希望在今夏

被球队交易的鹈鹕当家球星“浓眉哥”

戴维斯，并没有因为选秀抽签结果而改

变自己的决定。 而对于鹈鹕来说，拥有

了状元签，则拥有了优先选择蔡恩的权

利。 外界普遍认为，蔡恩是可以“单换”

戴维斯的超级潜力新秀。 因此，即便戴

维斯不愿意留队，但手握状元签的鹈鹕

就多了更多灵活处理戴维斯的办法及

空间。

海角红楼游泳场

今日开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通

讯员 穗体宣 ）

坐落于坐落在荔

湾区大坦沙岛上有古羊城八景之

称的广州海角红楼游泳场，将于 5

月 16日正式开放———昨日，海角红

楼游泳场官方公布了这一消息。

海角红楼游泳场拥有 73年历

史，是广州市老牌游泳场之一,游泳

场坐落于有羊城八景之称“双桥烟

雨”的荔湾区大坦沙岛上。 近年来，

在市体育局的大力支持下， 海角

红楼游泳场顺利完成了项目整合

和升级改造，场馆环境全面提升。

2016 年新建水深为 0.6 至 0.9 米

的儿童游泳池，并于 2017 年夏季

正式对外开放， 配合原有浅水池

和深水池，满足老、中、青、少不同

年龄段游泳健身需求。

今年海角红楼将进一步扩大

惠民项目，游泳项目：每日对中小

学生、老年人、残疾人及 1.2 米以

下儿童优惠开放 6 小时， 其中六

一儿童节当天 1.5 米以下儿童全

日免费入场； 对成人工作日每日

优惠开放 2 小时。 今年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每月第二周周

四下午场前 70 名入场的市民可

享免费入场游泳

（现场领取免费

入场券）

。

瑞士女排赛

中国队取首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

2019 瑞士女排精英赛小组赛第

二轮，中国女排对决德国女排，中

国队在两局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

连扳两局， 最终凭借决胜局的发

色发挥，最终以 3:2 击败德国队，

获得本届赛事首胜。

在小组赛首战， 中国女排以

1:3 不敌日本队。此役代理主帅安

家杰对首发进行调整，李盈莹、段

放任主攻，副攻王媛媛、杨涵玉，

接应郑益昕、 二传刁琳宇和自由

人林莉。

首局中国队开局 4:0 领先，

并顺利以 25:21 拿下首局， 第二

局中国队势如破竹， 以 25:9 大

胜，第三局和第四局，双方打得十

分胶着， 德国队顽强的发挥，以

26:24 和 25:22 连扳两局。 在决胜

局， 中国女排扛住压力， 最终以

15:9 取胜。

本次精英赛中国女排派出

“二队”阵容出战，李盈莹挑起大

梁， 在本场对德国的比赛中获得

全队最高分 18 分。

观察

开拓者达不到“西决”水平

本场独得

36

分的库里（中）是勇士获胜的最大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