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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复赛，多名球员现场围观

拿下洛城德比 湖人稳居西部第一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冯 爱 军 ）

NBA 常规赛回来啦！ 在 7 月 31 日的

一场焦点战中， 湖人队湖人以 103：

101 力克快船队。 本场比赛湖人曾一

度落后对手 11 分，根据统计，本赛季

迄今湖人在落后分差曾达到两位数

的比赛中取得了 13 胜 11 负。 联盟过

去 10 个赛季以来， 这一胜率排名第

5。 湖人目前的战绩为 50 胜 14 负，稳

居西部第一。

本场比赛， 是湖人内线安东尼·

戴维斯生涯首次在常规赛获得 50

胜。 此前，他的常规赛最佳战绩是 48

胜 34 负，当时他效力于鹈鹕队。 本场

比赛，戴维斯首发上场 35 分钟 19 投

8 中， 其中三分球 5 中 2， 罚球 17 中

16，贡献全场最高的 34 分，此外还有

8 篮板和 4 助攻入账。 湖人本场比赛

排出了詹姆斯、 安东尼·戴维斯、波

普、丹尼·格林和麦基的首发阵容。 根

据统计，本赛季迄今，当湖人以这套

阵容首发时，战绩为 17 胜 2 负。

“但愿时间允许的话，我也能去看

2~3 场比赛。我很喜欢看比赛，很喜欢

现场看比赛的机会。 如果是按照正常

的 NBA 赛程，没有疫情的话，我是没

那么多时间看比赛的。 这种氛围就像

是给成年人的 AAU 比赛， 我也想利

用好这种机会。 ”湖人主帅沃格尔赛

后复盘时说道。

这场洛城德比不仅是外界眼中

的焦点战，许多球员也来到现场观看

湖人与快船的比赛， 其中包括利拉

德、CJ·麦科勒姆、安东尼、德罗赞、洛

瑞、布鲁尔、保罗、亚历山大，贝兹利

和多尔特等球员。

赛后詹姆斯接受采访时谈到了

这些球员前来观战：“这体现了他们

对我们的尊重，以及我们之间的兄弟

情，很显然我和保罗、安东尼都是多

年好友， 还有麦科勒姆和利拉德他

们，这真的很酷。 ”

复赛揭幕战

爵士16分逆转鹈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NBA 赛季 7 月 31 日正式重启，

在复赛首战中， 凭借戈贝尔的关

键罚球，爵士在一度落后 16 分的

情况下以 106：104 逆转鹈鹕。 爵

士队大将米切尔在比赛中收获

20 分、5 篮板和 5 助攻，鹈鹕队球

星英格拉姆空砍 23 分和 8 篮板，

并在比赛中错失三分绝杀。 NBA

本赛季的状元秀蔡恩本场只出战

15 分钟，他 8 投 6 中得到 13 分。

英格拉姆赛后谈到了自己在

最后时刻投丢的三分绝杀球：“我

觉得那是一次好的投篮， 我一直

都在练习这种出手。 我想强调地

是，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们的进攻。

但是， 最后三个回合我在防守端

打地非常差劲， 我本该出现在油

漆区去帮队友进行补位协防，但

是我却出现

（十分愚蠢的）

犯规，

这些问题我承认是我错误。 如果

我能够及时改正这些错误， 比赛

最终的结果会有不同， 我们也不

会需要打到最后一个回合去投那

个三分了。 ”

值得一提的是， 在比赛最后

一分钟打平或领先的情况下，鹈

鹕已经输掉了 20 场比赛，在全联

盟排名第一。 排在鹈鹕后面的球

队包括马刺（19）、篮网和独行侠

（18）、太阳和公牛（17）。

再看爵士队方面， 戈贝尔是

NBA 首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

球员，队友米切尔同样感染，据报

道两人的关系一度出现裂痕。 但

在爵士抵达复赛园区后， 米切尔

和戈贝尔重归于好并找回了默

契。 这场比赛正是米切尔和戈贝

尔联手发力帮助爵士逆转。 终场

前 4 分多钟，爵士还落后 1 分，米

切尔挺身而出， 个人连续攻下 8

分；终场前 6.9 秒，米切尔突破吸

引防守， 传给戈贝尔， 后者造犯

规，完成罚球准绝杀。

CBA季后赛开启

福建爆冷击败广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

军 ）

昨日， CBA 季后赛首轮

（

12

进

8

）

首场比赛爆出冷门 ，

常规赛第 5 的广厦队不敌常规

赛第 12 的福建队。 凭借外援劳

森 37 分、 17 次助攻、 7 个篮板

和 4 次抢断的突出表现，以及陈

林坚第二节爆发连中 7 个三分，

最终福建 132：119 击败广厦福

建以下克上晋级，1/4 决赛将对

阵北京队。

本赛季季后赛采用新规则，

12 进 8 的附加赛和四分之一决

赛都是“单场淘汰赛”，两轮季后

赛只打一场比赛。 常规赛排名靠

前的球队没有主场优势，而且是

一场定胜负，广厦成为新规则下

的“受害者”。

虽然广厦输球， 但是广厦

队后卫孙铭徽在本场发挥超常，

拿到了 45 分、 6 篮板和 9 助攻，

个人得分创生涯新高。 同样遭

遇“里程悲” 的还有李京龙，

此前他 CBA 生涯三分球命中数

总计为 581 个， 位列 CBA 历史

三分球命中榜第 45 位， 本场比

赛他投进 2 个三分球后已经追

平杜锋。

“整个赛季遇到了很多困

难。 取得这样的成绩， 我作为

主教练非常不满意， 责任我可

以承担。 我希望球队坚决的往

后走。” 李春江赛后复盘时说

道。

河南队外援巴索戈成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北京时

间 7 月 31 日， 广州卫健委官方通报 7

月 30 日 0 时至 24 时，广州市报告新增

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共有 4 例，其

中一病例是外国籍足球运动员。 河南

建业俱乐部官方确认， 该名队员正是

球队等待多时的前锋巴索戈。

广州卫健委通报陈述中称该病例

为：男，24 岁，外国籍，常住喀麦隆，足

球运动员。 7 月 13 日从喀麦隆出发，先

后乘坐 AF982、CZ348 航班于 15 日飞

抵广州入境， 海关采样后按全程闭环

管理程序转运至集中隔离点， 反馈新

冠病毒核酸阴性。 在集中隔离期间检

测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并经市疾控中心

复核阳性， 即转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隔离治疗。

此后，河南建业俱乐部官方确认，

该名队员正是球队等待多时的前锋巴

索戈。 河南建业于 17 日曾发布微博，

通过一段视频给球迷“报平安”，球员

表示希望尽快归队。 巴索戈 2017 年加

盟河南建业，去年代表球队出场 25 次，

首发 21 次，贡献 8 粒进球和 6 次助攻。

在联赛首轮， 河南建业被江苏苏宁以

4:3 逆转取胜，球队正是用人之际，巴索

戈感染新冠对球队来说无疑是一大打

击。 建业通过微博表达了祝福，称“越

是艰险越向前!巴索戈加油!我们等你!”

巴索戈是中超第二位感染新冠肺

炎的外援， 首例是山东鲁能球员费莱

尼， 他今年 3 月底返回中国后被确诊，

痊愈后他在中超首轮还上演了帽子戏

法。

河南建业将于 5 日与广州富力对

决，巴索戈恐怕短期内难以归队。 富力

方面，托西奇昨日已经抵达大连，萨巴

也将于周日与球队汇合， 两连败的富

力有望在该场比赛中争取联赛首胜。

歇火了？

苏鲁大战闷平收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

北京时间 7 月 31 日晚上， 中超

A 组赛事结束第二轮争夺，其中

苏宁和鲁能在一场闷战中 0:0 战

平。

首轮苏宁 4:3 逆转河南建

业，鲁能 3:2 力克东道主大连。此

役，在外界质疑战术“瞎扒拉”、

进球全靠“蒙”的情况下，李霄鹏

急需要为自己正名。 但是两队昨

晚一起歇火， 突然陷入低迷，双

方合计仅作出 11 脚射门尝试，

仅有 1 次射正目标。 中超首轮场

场都有进球， 进球总数高达 30

个， 但本场是本赛季第一场 0：0

了事的比赛。

全场比赛最大的看点不是

两队的进攻，也不是防守，而是

一张红牌。 第 70 分钟，替补出场

迎来中超首秀的鲁能外援卡达

尔， 在出场仅 4 分钟的情况下，

因为拼抢时踩到吴曦，被主裁判

直接红牌罚下。

詹姆斯在包夹下上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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