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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北京时间昨日，

NBA 常规赛上演一场东部的强强对话， 东部排

名第 3 的凯尔特人以 112:119 负于联盟战绩第

一的雄鹿队。 雄鹿结束停赛前的三连败，再胜一

场就能锁定东部第一。 雄鹿队头号球星、字母哥

扬尼斯·阿德托昆博出战 32 分钟，20 投 14 中，

其中三分球 3 投 1 中，罚球 12 投 7 中，得到 36

分、15 篮板、7 助攻、1 抢断和 1 封盖， 再次成为

比赛的主宰。

值得一提的是， 字母哥上半场砍下 16 分和

10 篮板的两双数据。 据媒体统计，这已经是他本

赛季第 13 次半场砍下至少 15 分和 10 篮板，在

这项统计上他全联盟排名第一，而且领先排排第

二位的球员 6 次之多。

为了阻止字母哥得分，凯尔特人的队员甚至

用上了“盘外招”。 在本场比赛的关键时刻，字母

哥准备罚球时，凯尔特人替补席传来一声响亮的

假装打喷嚏的声音，但字母哥还是罚球命中。

据统计， 字母哥本赛季迄今 19 次单场至少

得到 30 分、10 篮板和 5 助攻，排名近 30 个赛季

第 2 位， 仅次于 2016-2017 赛季的威斯布鲁克

（

32

次）

。 他本赛季 5 次至少得到 35 分、15 篮板

和 5 助攻，与大卫·罗宾逊

（

1993-1994

赛季 ）

并

列 ABA 与 NBA 合并以来历史第一位。他职业生

涯 25 次至少得到 35 分、15 篮板和 5 助攻，与拉

里·伯德并列 ABA 与 NBA 合并以来历史第二

位，仅次于巴克利

（

32

次）

。 他本赛季 18 次得到

至少 30 分和 15 篮板， 自从 NBA 引入三分线以

来，此前只有沙奎尔·奥尼尔

（

1999-2000

赛季 ）

达成过这一数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中超

联赛第二轮苏州赛区昨晚打响一场

焦点战，首轮均全取 3 分的北京国安

和武汉卓尔迎来对决，国安外援比埃

拉仅踢半场，但凭借他第 3 分钟的进

球，力助球队以 1:0 击败武汉卓尔。目

前，北京国安领跑苏州赛区积分榜。

在揭幕战中， 武汉卓尔以 2:0 击

败青岛黄海， 随后北京国安以 2:1 击

败重庆当代，两支球队与上海上港一

同排在积分榜前三。 首轮联赛中，国

脚杨帆被黄牌停赛，此役金坟哉搭档

于大宝出任中卫，巴坎布和比埃拉一

同首发。 本场比赛吸引了国足主帅李

铁现场观战，上赛季李铁执教卓尔获

得联赛第 6 名， 两队阵中有多名国

脚， 包括效力国安的新归化球员阿

兰。

开场后，北京国安便发起猛烈进

攻， 尽管国安外援归队时间不长，但

表现相当出色。 第 3 分钟，张稀哲中

场长传，王刚右路下底，甩开张成林

的防守倒三角回传，比埃拉禁区前扫

射远角破门，国安取得梦幻开局。 随

后巴坎布有一脚射门略略偏出，第 38

分钟，池忠国一脚远射也无限接近破

门，上半场国安 1:0 领先。 易边再战，

奥古斯托替换比埃拉上阵，由于天气

炎热，双方体能消耗大，因此双方节

奏较上半场放慢，武汉卓尔方面加强

进攻， 埃弗拉在右路打得十分活跃，

国安立足防守，并未给予卓尔进球机

会。 北京国安最终将 1:0 的比分保持

到终场。

赛后，国安主帅热内西奥谈及外

援表现时直言，“球队的每个外援都

非常优秀，虽然他们很长时间没有正

式比赛，但通过短暂恢复，打成这样

已经非常不错。 ”针对比埃拉的表现，

热帅并不愿意多谈，“虽然他打进一

球， 但不管是外援还是中方球员，每

个人都非常努力，一个团队才是赢得

比赛的关键。 ”本场比赛比埃拉和奥

古斯托都只有半场的出场时间，热帅

认为二人都需要更多时间找回比赛

节奏，“5 个月前， 比埃拉和奥古斯托

跟队踢了一场亚冠之后，他们近 5 个

月没踢正式比赛，虽然他们个人练得

不错，但跟球队一起，节奏还达不到

高强度， 所以只给他们半场的时间，

希望他们通过更多比赛找到比赛节

奏。 ”

凯尔特人不敌雄鹿， 大伤初愈的主力后卫

沃克最后一节没有出战是原因之一， 但是被誉

为科比接班人的塔图姆状态低迷， 恐怕才是主

要原因。

本场比赛， 塔图姆出场 32 分钟，18 投仅 2

中，仅仅得到 5 分和 7 篮板。 根据统计，他本场

比赛仅得 5 分是本赛季单场最低得分， 他在当

地时间去年 11 月 11 日对阵独行侠比赛中也曾

得到 5 分。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他投进的 2 个球

里，其中 1 个还是雄鹿队员的乌龙球。 根据进攻

方球员就近原则，这次得分算在了他身上。

赛后， 凯尔特人主教练史蒂文斯谈及塔图

姆的表现：“他有过一些不错的挡拆机会， 对手

对他的防守很不错，对他内线突破防守也很棒。

他会回去仔细看录像， 赛季早期他有过几次这

样的时候，我们最不担心的就是他的投篮感觉，

他会没事的。 ”

信息时报记者 冯爱军

18投2中仅得5分 塔图姆低迷

比埃拉闪电破门，国安 1:0 小胜卓尔

考察国脚 国足主帅李铁到场观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

日前，

CBA 季后赛首轮上演青岛与山东的焦点

大战，山东替补出场的张庆鹏空砍 37 分，

而青岛的王庆明命中“杀死”比赛的三分，

最终 7 人上双的青岛以 129:120 战胜山东

后，成功晋级 8 强。 值得一提的是，在 1/4

决赛中青岛将对阵东莞银行宏远队。 常规

赛排名第一的宏远队季后赛首轮轮空，对

阵青岛的比赛是他们的季后赛首秀，赛事

将于今日下午 3 点开打。

尽管山东男篮比青岛男篮拥有着更

为悠久的历史、 也更为出色的季后赛战

绩，但最近两个赛季的“齐鲁德比”，年轻

的青岛男篮都是最终的胜利者，如今的青

岛男篮真有取代山东男篮成为老大的实

力。 本场比赛也同样如此，半场比赛结束

时，青岛男篮不仅取得 11 分领先，从场面

上看，青岛男篮也比山东男篮显得更有活

力更积极。

青岛队虽然笑到最后，但是本场比赛

表现最抢镜的确是山东队老将张庆鹏。 张

庆鹏在第三节拿到了 13 分和 5 次助攻，

不过这顶多像是“热身”，因为第四节的张

庆鹏打出了令人难忘的表现，单节独得 24

分。 虽然未能帮助山东男篮赢得比赛，但

37 分、4 个篮板、5 次助攻和 4 次抢断的

“张三疯”，赛后赢得舆论的一致好评。

宏远与青岛争进四强

比赛将于今天下午 3点开打

NBA昨日上演东部强强对话，雄鹿险胜绿军

重装上阵的字母哥状态“爆表”

状态火爆的字母哥在比赛中大力扣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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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凯尔特人大将塔图姆状态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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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外援比埃拉进球后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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