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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时间昨日，NBA 总决赛落下帷幕，

雄鹿队在系列赛第 6 场比赛中主场

105:98 击败太阳队，以 4:2 的系列赛

总比分夺得 2020-2021 赛季 NBA

总冠军。 这也是雄鹿队史上的第二

座总冠军， 他们上一次夺冠是 1971

年，这是时隔 50 年后雄鹿队再次捧

杯。

本场比赛，雄鹿队头号球星“字

母哥” 阿德托昆博轰下 50 分、14 个

篮板和 5 次盖帽， 得分和盖帽均创

季后赛生涯纪录。 他因此成为 NBA

总决赛历史上第一位单场至少拿到

50 分、10 个篮板和 5 次盖帽的球

员。“字母哥”夺取职业生涯首个总

冠军的同时， 也被评为总决赛最有

价值球员。

本场比赛之后，“字母哥” 也成

为 NBA 历史上第一位能够在总决

赛以 60%的命中率拿到场均 30 分、

10 个篮板和 5 次助攻的球员， 也是

NBA 历史上第一位在单次季后赛中

以至少 50%的命中率拿到至少场均

30 分、 10 个篮板、 5 次助攻、 1 次

抢断和 1 次盖帽的球员。 “字母

哥” 如今还是 NBA 历史上第一位

曾经拿到过赛季最快进步球员、 常

规赛最有价值球员、 赛季最佳防守

球员和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荣誉的

球员。

赛后，“字母哥”接受采访时说：

“希望我的夺冠可以给全世界的人

们带去希望， 让他们都能继续去追

逐梦想。 不要总让别人来说教你，要

这样做那样做。 你看连我的罚球都

变准了

（

19

中

17

）

，我罚中了很多球

啊。 我是冠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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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昨日，中国体育代表团迎来东京奥运会首

战。 中国女足与巴西女足打响小组赛首场

对决，6 次荣获世界足球小姐的巴西女足

老将玛塔梅开二度， 助巴西队以 5:0 取得

大胜。 比赛中，中国女足多次射门遭门框

“拒绝”。

征战东京奥运的中国女足基本以新

人为主，老将李影未进入集训名单，正值

当打之年的唐佳丽和马君在最后时刻无

缘出征名单，其中唐佳丽昨日正式宣布加

盟英超热刺女足。 在昨日的首发阵容中，

只有王霜、王珊珊等 4 名队员参加过里约

奥运会，队长吴海燕因膝伤缺席。

比赛开场后， 面对老辣的巴西女足，

中国女足的表现显得青涩，后防小将李晴

潼防守失误， 玛塔在混战中一脚抽射破

门。13 分钟后，巴西女足进攻，彭诗梦扑救

脱手，德比尼亚补射破门。 中国队在 2 球

落后的情况下，进攻有所改善，但并未转

化为进球，上半场 0:2 落后。 易边再战，第

51 分钟，李梦雯抢断，王珊珊带球至禁区，

射门击中立柱。3 分钟后，王霜假动作骗过

对手，但射门滑门而出。 第 67 分钟，张馨

的射门被扑，皮球击中立柱。 中国女足久

攻不下， 巴西队伺机扩大比分， 第 74 分

钟，中国队解围不远，玛塔禁区附近一脚

射门洞穿中国队防线后入网。 终场前，王

晓雪禁区内犯规被判罚点球，阿尔维斯点

球破门， 比亚在第 89 分钟完成锦上添花

的一球。 最终，巴西女足 5:0 取得大胜。

此外，在昨日的奥运女足赛场，世界

杯冠军美国女足在小组首战也遭遇“开门

黑”，以 0:3 完败瑞典女足。

青涩输给了老辣

东京奥运首战中国女足大比分失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东

京奥运会首战惨败，中国女足主帅

贾秀全在赛后发布会上道歉，他表

示输球的责任在自己。

在贾秀全看来，中国女足并没

有比分看起来那般不堪，“我觉得

发挥得还可以， 队员也非常尽力。

球队输球， 责任肯定在于我们教

练，所有的责任都在于我。 ”

中国女足未能取得“开门红”，

贾秀全主动揽责，“跟国内的球迷

说声对不起，责任完全在我，和队

员没有关系。 毕竟还没有练到位

吧，我们回去总结，会全力以赴对

待每一场比赛，尽心尽力对待每一

场比赛，我觉得只要是姑娘们在每

一场比赛当中有进步，我觉得这就

是最可喜的。 ”

中国女足与巴西女足、赞比亚

女足和荷兰女足同组，第二场小组

赛将于 7 月 24 日 16 时打响，中国

女足将迎战赞比亚女足。由于小组

头两名和三个小组中成绩最好的

两个小组第三名将进入八强。中国

女足想要小组出线，必须取得这场

比赛的胜利。

贾秀全揽责 向球迷道歉

雄鹿队时隔 50年再夺 NBA总冠军

“字母哥”荣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6个进球酣畅淋漓

广州队迎来久违大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昨日下午，

广州队状态全面爆发，在广州大学城体育

场 6:0 大胜青岛队， 全队 5 名球员取得进

球，高拉特打破赛季球荒，在比赛中梅开

二度。

青岛队开场不久就形成快攻良机，但

被拦截。 虚惊一场的广州队随即进球，

高拉特在角球混战中将球挡入球门。 高

拉特本赛季回归母队， 一直憋着劲在广

州队重新证明自己， 但是此前的球荒也

令球员背上心理负担， 本场比赛终于捅

破窗户纸。

本场比赛上半场雨势颇大，皮球和场

地湿滑之下蒋光太后场失误再次给了青

岛队快攻良机，不过亚历山德里尼的攻门

被刘殿座挡出。 广州队再次于虚惊过后取

得进球， 艾克森以个人能力弧线球破门。

领先后的广州队完全起势，第 40 分钟，高

拉特接艾克森妙传以爆射破门；2 分钟后，

廖力生又以精彩任意球将比分扩大，广州

队 4 球领先进入中场休息。 易边后广州队

继续主导比赛，第 65 分钟，替补登场的洛

国富接应钟义浩传球头球破门；2 分钟后，

韦世豪单刀球被挡， 杨立瑜补射破门，最

终将比分锁定为 6:0。

这个比分是广州恒大在 2018 年主场

6:1 大胜北京人和之后， 再一次在中超单

场打进 6 球； 也是 2016 年 10 月 15 日客

场对阵石家庄永昌之后，再一次取得的单

场 6 球完胜。 巧合的是，当时那场比赛，高

拉特也是梅开二度。

此外，打进一记任意球世界波直接破

门的廖力生，则是时隔 4 年多再次为广州

队取得进球。 这脚任意球是廖力生第 117

次代表广州队出场打入的第 6 球，也是自

2017 年 5 月足协杯对阵梅县铁汉进球以

来， 首次为广州队取得进球。 廖力生自

2016 年 U23 亚洲杯小组赛连续 2 场直接

任意球破门以来，首次通过直接任意球在

中超取得进球。

东京奥运

2021.7.22��星期四

B07

“字母哥”手捧总冠军奖杯和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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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拉特进球后庆祝。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