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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在昨日

结束的西部决赛第 4 场比赛场中， 勇士

客场以 119：117 险胜开拓者， 系列赛总

比分 4：0 横扫对手晋级总决赛。 这也是

勇士队连续第 5 年晋级总决赛。

本场比赛，勇士前锋德雷蒙德·格林

表现出色，他 13 投 7 中得到 18 分，还拿

到 14 个篮板以及 11 次助攻， 收获个人

职业生涯季后赛第 8 个“三双”数据。 格

林在这个系列赛中， 连续第 2 场比赛砍

下“三双”

（上一场比赛得到

20

分、

13

个

篮板、

12

次助攻）

， 成为 2002 年杰森·基

德后， 首位在分区决赛中连续两场比赛

砍下“三双”的球员。

有意思的是， 格林并不是本场比赛

唯一收获“三双”的、勇士队球员。勇士后

卫斯蒂芬·库里也得到了 37 分、11 个篮

板以及 10 次助攻。 这也是 NBA 季后赛

历史上， 第一对同时在一场比赛中得到

“三双”的队友。

勇士晋级总决赛后，NBA 官方随即

更新了今年总决赛的赛程， 总决赛第一

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 5 月 31 日

（周五）

早上 9 点开打。 由于勇士常规赛战绩不

如正在东部决赛当中鏖战雄鹿和猛龙，

因此，东部球队自 2013 年以来，首次在

总决赛拥有主场优势。

周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亚冠联

赛小组赛末轮昨日打响，上海上港和北

京国安分别出战蔚山现代和浦和红钻，

两队所在的G组和H组将在淘汰赛中

交叉碰面，因此比赛时间相同。最终，上

海上港5:0大胜晋级淘汰赛； 而北京国

安则遭遇一场0:3的完败， 成为BIG4球

队中第一支被淘汰出局的球队。

上海上港队的对手是已经锁定小

组头名的蔚山现代。 比赛中，上港队外

援奥斯卡上演帽子戏法，下半场李圣龙

和胡靖航也分别有进球斩获，上海上港

最终收获一场大胜， 并以9个积分排名

该小组的小组第2名， 这也是上港连续

四年晋级淘汰赛。

北京国安前5场比赛中仅取得7个

积分， 该队将与浦和红钻争夺小组第2

名的出线权。 不过，在这场直接对话当

中， 国安后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误，

导致了3个失球。

最终，国安所在的G组，全北现代

和浦和红钻携手出线，1/8决赛，H组的

第2名上海上港将对阵G组的全北现

代，浦和红钻将对阵蔚山现代。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魏必凡）

5 月 26

日，2019 赛季象甲联赛将拉开大幕，八冠

王广东碧桂园象棋队将朝着队史第九冠

发起冲击。 昨日， 在广东队的出征仪式

上，广东省棋牌管理中心主任、广东队领

队吕钦透露， 今年广东队的参赛阵容有

些许变化， 小将黄光颖取代了许国义的

位置。

作为象甲联赛历史上夺冠最多的棋

队， 广东队今年的卫冕之路注定困难重

重。“今年实力相当的队伍有五六支，广

东、杭州、上海、四川、内蒙古，都有夺冠

的实力。 ”吕钦表示，广东队今年不能想

着去保冠军，而是要去冲击冠军。

事实上， 广东队此前连续三年夺得

联赛冠军， 许银川与郑惟桐两名主力棋

手的出色发挥居功至伟。 在展望新赛季

时，许银川却谦虚地表示，自己现在已经

是“二线棋手”，只是心态平和的去下好

每一盘棋，“从 1987 年进入广东队到现

在已经过去了 30 多年，当年我是棋队最

年轻的棋手，现在成了最老的棋手，年龄

大了，水平肯定也在下降，我现在在联赛

中只能算是二线棋手，不过，只要广东队

需要，我就会一直下下去，认真努力地下

好每一盘棋，这是我的责任。 ”

请假离队，回国休养40天

塔利斯卡重伤，打乱恒大赛季计划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在巴西

媒体透露消息之后， 广州恒大主教练

卡纳瓦罗昨日予以确认， 巴西外援塔

利斯卡因为伤势没好利索， 将返回巴

西治疗休养，预计将缺席 40 日左右。

根据巴西媒体的消息， 广州恒大

外援塔利斯卡将在这几天返回巴西老

家休养，继续治疗伤病。 报道中称，塔

利斯卡已经向广州恒大请了长假，这

也意味着尽管在上周的中超联赛中出

场，但塔利斯卡的伤病仍然没有痊愈。

上周客场与武汉卓尔的比赛，塔

利斯卡火线复出并且打进一球， 帮助

恒大赢得了一场客场胜利。 而卡纳瓦

罗在昨天的亚冠赛前发布会上透露，

打完武汉之后就决定不能在亚冠让塔

利斯卡冒险了。

据称， 塔利斯卡将在当地时间周

三

（

22

日）

回到巴西，并将在巴伊亚进

行休养。据了解，恒大同意塔利斯卡未

来 30 至 40 天内，都可以留在巴西。这

对恒大未来的比赛计划， 肯定是一个

严峻的打击。

如果缺席时间达到四十天， 那么

塔利斯卡很可能将到七月初才能宣告

复出，这期间将至少有一轮亚冠、四五

轮中超和一轮足协杯赛事。

尤其是塔利斯卡将缺席中超与上

海双雄的强强对话， 对于恒大的影响

非常大。理想状态下，但愿“广州塔”能

赶上 7 月 1 日客场挑战上海申花的比

赛。

塔利斯卡请假， 首先影响到的就

是恒大今晚主场与大邱FC的亚冠生

死战， 这场比赛将决定恒大能否从亚

冠小组中出线。

由于东亚区各小组出线形势胶

着， 因此小组赛最后一轮的相关小组

比赛全部统一将开赛时间调整为下午

6点。亚冠小组赛F组末轮，广州恒大主

场迎战大邱FC。 这场比赛，恒大唯有

取胜才能晋级16强。毫无疑问，这也将

是恒大赛季迄今，面临的最关键战役。

屋漏偏逢连夜雨， 恒大今天不仅

缺少大腿级别的锋线球员塔利斯卡、

郜林和于汉超， 连主裁判也被安排了

一个“苦主”———2014年亚冠曾向恒大

单场出示3张红牌的阿联酋籍裁判哈

桑。

2014赛季亚冠1/4决赛恒大客场

以0:1负于西悉尼流浪者，当时场上主

裁判哈桑在比赛末段先后罚下张琳

芃

和郜林两人， 随后又将冲进场内理论

的时任恒大主帅里皮罚下。 2015年亚

冠1/4决赛，亚足联原本指派哈桑执法

恒大客场对阵柏太阳神的赛事， 结果

在恒大俱乐部的抗议和申诉下， 亚足

联改派其他裁判执法。 此番恒大主场

面临生死战，再遇哈桑，实在是祸福难

料。

面对诸多不利局面， 恒大主教练

卡纳瓦罗只能尽可能的激发现有球员

的潜能，昨日他就给球队狂打鸡血，号

召全队“疯狂”起来。

“我们需要一些疯狂”， 卡纳瓦罗

用“疯狂”来提醒球员提高专注力。“我

们想要晋级就必须取胜， 我们需要冒

险进攻，但也必须保证不丢球。 ”卡纳

瓦罗承认比赛会非常困难， 不但不能

有任何犯错， 而且必须拿出最好的表

现。

“郜林在一场发挥非常出色的比

赛中， 给一个没有必要的犯规撞得严

重受伤； 塔利斯卡是踢任意球踢到地

上弄伤了自己； 于汉超是在国家队的

时候就受伤了。 这比赛真的会非常困

难，所以我们需要疯狂一下。 ”

昨天的发布会， 卡帅说得最多的

一个词就是“疯狂”。 现场有记者询问

是否就像利物浦主场逆转巴萨那样疯

狂， 卡帅笑言亚冠比赛和欧冠比赛还

是有很大差距的， 但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不需要赢4:0， 我们只要赢球就

可以了，希望结果是一样的吧。 ”最后，

卡纳瓦罗呼吁球迷都来现场为恒大加

油。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卡纳瓦罗被迫“打鸡血”

勇士队率先晋级总决赛

奥斯卡“戴帽”，上港扬眉吐气

外战真“外行”，国安惨遭淘汰

象甲本周末拉开帷幕

卡纳瓦罗携小将杨立瑜出席发布会。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