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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支付奖积分
2018 年 3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在微信

支付、京东支付、唯品会和支付宝绑定中
国银行信用卡，并在活动期间进行快捷支
付即可累计积分奖励。每名客户每月最多
获得 10 万积分奖励。活动需通过中国银
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或缤纷生活 App 报名
参加 。

★微信绑卡支付享5元立减
2018年6月15日至2018年9月15日，首

次使用中国银行信用卡绑定微信支付钱包，

即可获赠微信支付5元立减金，绑定后使用中
国银行信用卡进行微信支付即可立减 5 元。
活动期间，每名客户可参加一次,活动名额有限。

★畅享美食
1、即日起的每周六、日，在西宁九记火锅

店（五一路店）、旧院牛肉火锅（夏都大街）和金
钟大排档（王府井B馆负一楼）消费，持中行信
用卡单笔满120元可立减60元，数量有限。

2、即日起的每周五、六、日，在万达广场
外婆小厨和小鹿披萨，持中行银联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 100 元可享随机立减 60-100 元优

惠，数量有限。
★畅观大片
即日起的每周六、日，持中行信用卡在西

宁万达影城（海湖店）可享 10 元观 2D/3D 影
片，20元观IMAX影片的优惠，在奥斯卡影院
可享 10 元观 2D/3D 影片。持中行信用卡在
格尔木盐湖数码影城和领航国际影城可享19
元观影、在海南州百佳影城和大通县天麒上
影国际影城可享9元观影优惠。

★畅快购物
即日起的周二、四、六和日，使用中国

银行缤纷生活 APP 绑定 62 开头中行银联信
用卡在惠客家超市（小桥店、民和路店、南
山路店、兴海路店和互助店）进行二维码支
付，可享满 60 元立减 30 元优惠,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以上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最HIGH中行卡，优惠

享不停，更多优惠可下载“缤
纷生活”APP，扫一扫即可下
载）

惠聚中行日，给您更多惠！中国银行信用卡钜惠来袭！

新华社洛杉矶10月8日电 由于在季前赛表
现糟糕，在NBA新赛季只有9天揭幕之际，太阳8
日宣布解雇总经理瑞安·麦克多诺。

太阳在上赛季以 21 胜 61 负的成绩创造了
NBA史最差战绩。在一周前的季前赛中，太阳在
主场以102：106负于国王队。5日对阵开拓者，他
们也以93：115落败。

糟糕的战绩让太阳决定在新赛季开赛前作出
重大调整。篮球运营副总裁詹姆斯·琼斯和助理
经理特雷弗·布克斯坦将分担临时总经理的职责。

太阳老板萨韦尔说：“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对
我们球队运营的评估，我决定解除麦克多诺当前
的职务。我们短期的目标是准备即将到来的NBA
赛季，并继续加强球队的阵容。”

本报综合消息 10月8日深夜，丁彦雨
航更新了自己社交媒体的状态。“从零到一，
接着来。又要飞走了，晚安祖国。”穿着独行
侠的8号球衣在上海和深圳待了一周时间，
他又要跟着球队飞回美国了。

出场8分钟，2投0中，得到1分，并且还
有 1 次犯规和 1 个失误，这是丁彦雨航在
NBA中国赛深圳站交出的答卷。数据看似
简陋，但意义非同一般，因为这是8年之后
又一次有中国球员代表NBA球队站在中国
的赛场上。独行侠主帅卡莱尔在赛后透露
了“球队愿意先让他签约发展联盟球队，并
在达拉斯打球和治疗伤病”的意愿，只不过，
丁彦雨航自己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赛后，在更衣室里，卡莱尔更是将本场
比赛的用球送给了小丁。事实上，在篮球场
上，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仪式。

“我们知道这个夜晚对小丁有多么特
别。我们为他感到骄傲，也为他的表现感到
兴奋，所以当教练将球送给小丁时，我们都
非常赞同。”赛后，巴里亚这样鼓励着小丁，
已经将他视作队友。

一份发展联盟合同一份发展联盟合同？？小丁如何抉择小丁如何抉择

“我们真的都非常爱小丁。”卡莱尔在赛
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

这句话，他在中国赛的一周时间里，不
知道说了多少遍，“由于伤病，这段时间他只
是在这场比赛前一天的训练和我们进行了
部分对抗练习，然后就能上场比赛，并且得
分，这是一件好事。”

不同于以往的“客套”，卡莱尔在中国赛
行将结束前，给出了他“喜爱小丁”的证明。

“据我所知，丁彦雨航会和我们一起回
达拉斯，然后跟我们的发展联盟球队得克萨
斯传奇签约，我们希望他能在达拉斯度过未
来的一年，恢复他的膝伤，并且提高他的能
力，然后在膝伤痊愈的情况下，在传奇队中
证明自己。”

伤病恢复后，小丁能否在NBA得到机
会？

签约发展联盟球队，借助达拉斯的贝勒
医疗中心进行康复，然后随队征战一年，这
是在此前任何一个公开场合都没有被确认
过的消息。

以至于当随后出席发布会的丁彦雨航
被记者问到签约的情况时，他自己都有点猝
不及防，“卡莱尔教练真的这么说了吗？”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反问，或许小丁真
的不知道球队管理层和教练组的这个决定，
又或许他的目标和期望不止是停留在达拉
斯发展联盟球队。

“任何时候，包括经历伤病，经历了各种
各样的问题，我觉得追逐NBA的这颗心没
有变化，但凡有一点机会，我都会全力以赴，
去为自己心中的梦想努力。”

就在小丁留下了这样一番回答后，几位
与小丁经纪人相熟的记者称，小丁还是希望

“坚持等到这次训练营结束再做决定”。
毕竟，虽然同处得克萨斯，但传奇队和

独行侠队之间的距离，并不是以两座球馆之
间的距离来衡量。如今已经没有双向合同
的独行侠队，如果决定让小丁签约传奇队，
那么，小丁很有可能就要在发展联盟征战一
个赛季，没有太多机会回到NBA赛场。

要知道，据此前的媒体报道，小丁如今
和独行侠签订的是一份 1 年 83.8 万美元的
部分保障合同。如果他在训练营结束的一
天内没有被独行侠裁掉，那么他就会获得至
少一天保障工资；如果他在10月16日还没
有被裁掉，那么他就能进入独行侠常规赛的
轮换阵容。

““谢谢球迷支持谢谢球迷支持，，我比谁都着急我比谁都着急””

“我也着急啊，就是因为伤病的原因，我
没有办法在场上和大家有太多练习和磨合
的机会，所以就是能练多少练多少。”

在中国赛上海站期间，丁彦雨航曾经对
记者说了这样一番话，说话时，他挠着头，从
动作和语调上不难感受到，他是真的很着
急。

或许是因为回到了中国，丁彦雨航的这
种渴望变得更加迫切。在球队下榻的酒店
门口，除了诺维茨基的粉丝以外，为小丁加
油呐喊的球迷是最多的。这对于小丁而言，
是一份动力，但同样也是一份压力。

“作为中国人，我也很想在家门口好好
比赛。但对于伤病，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完全
康复，我也说不准。说实话这个伤也挺烦
的，说大事儿也没啥大事，但它影响很多东
西，所以球队的建议是完全康复了才加入球
队的训练。”

丁彦雨航说，他在回国的这一周时间
里，还在倒时差，早晨五六点就醒来的时候，

他会立刻去力量房进行康复训练，在独行侠
安排的专职康复教练的带领下，恢复着自己
的膝盖。

“我看到了小丁的努力，他是一名很职
业的球员，他也努力想要上场训练。”包括诺
维茨基在内的很多球员，在说起小丁的时
候，都给出了积极的评价。

10月7日，也就是深圳站开始前的最后
一次合练，小丁的右膝绑着护具走上了球
场，他从头到尾完成了团队合练的每个环
节，包括投篮训练、战术跑动、横移脚步，而
在每次投篮时，他身边的队友总是会喊着

“Ding、Ding、Ding”给他加油鼓劲。
“很感激达拉斯的教练、队员和工作人

员，他们都很照顾我。NBA 一直是我的目
标，从我打篮球开始到现在，我一直都不会
放弃。而且我看到周琦在这一年的提高，对
我也是一种鼓励。”

丁彦雨航的下一站是哪里，如今可能连
他自己都没法给出个准确的答案，但前进的
方向一直没有改变。

“我希望能够留在美国，提高我自己。”

中国赛首秀后，小丁的未来在哪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0 月9日，马刺官
方宣布，球队首发控卫德章泰·默里接受了右膝伤
势的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为前十字韧带撕裂，
目前暂无复出时间表。

默里在此前对阵火箭的季前赛中突破到篮下
时腿部受伤，随后返回更衣室。马刺主帅波波维
奇表示，他认为默里将缺席整个赛季的比赛。

“对他和球队来说，那都是毁灭性的伤病，然
而生活还得继续。在他缺阵的日子里，大家都会
弥补他留下的空缺，并尽全力带领球队前进。”波
波维奇在谈到默里的伤病时说道。

在谈到控卫位置首发人选时，波波维奇说：
“现在还为时尚早。没有什么事是一成不变的，我
们将会弄清楚接下来该怎么做。”

老将帕蒂·米尔斯和二年级新秀德里克·怀特
是顶替默里担任首发控卫的人选。

2017-2018赛季常规赛中，默里场均上场21.5
分钟，得到8.1分、5.7个篮板、2.9次助攻。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0 月 10
日，火箭坐镇主场迎战上海大鲨鱼队，上
赛季季前赛火箭以 144：82 狂胜到访的
上海大鲨鱼，此次比拼上海
大鲨鱼要争取用更好的表
现给对手制造麻烦。

在上一场对阵马刺的
比赛中，火箭主帅德安东尼
再度变阵，卡梅隆·安东尼
替补出战，这也是安东尼16
年NBA生涯首次以替补身
份出场。上半场，安东尼丝
毫没能找到进攻节奏，6投0
中一分未得，不过在第四节
却突然爆发，3分钟内连得8
分帮助火箭将领先优势扩
大至两位数。

此外，詹姆斯·哈登和
克里斯·保罗上一场效率不
高，此役对阵上海大鲨鱼

队，作为火箭的两大核心，保罗和哈登要
继续用传球激活球队，他们也要保持个
人攻击性来给对手施压。

值得一提的是，周琦已
经被移除伤病名单但还没
有得到出场机会，与上海大
鲨鱼队的交锋，周琦有望出
战，他要做的就是在场上展
现自己的能力。进攻中他
要更果断一些，防守中也要
发挥作用，尤其是注意控制
好个人犯规。

本场比赛对于上海大
鲨 鱼 队 来 说 是 锻 炼 提 高
的好机会，球员们可以通
过 这 种 比 赛 学 到 更 多 东
西 。 本 场 比 赛 最 值 得 关
注 的 就 是 斯 科 拉 将 代 表
CBA 球 队 迎 战 自 己 的 老
东家火箭。

今战上海大鲨鱼 周琦有望出战

NBA季前赛战报
篮网110：108活塞
步行者111：102骑士
公牛104：110黄蜂
奇才110：98尼克斯
魔术89：90热火
海法马卡比100：132国王
太阳117：109勇士
10月10日
08:00 雄鹿VS雷霆
08:00上海大鲨鱼 VS 火箭
10:30 掘金VS快船
10月11日
07:00 篮网VS猛龙
07:00 奇才VS活塞
07:00 灰熊VS魔术
07:30 马刺VS老鹰
07:30 鹈鹕VS热火
08:00 步行者VS公牛
10:00 太阳VS开拓者
10:30 勇士VS湖人

NBA季前赛 今日 08:00 上海大鲨鱼VS火箭

太阳解雇总经理麦克多诺

新华社上海10月9日电（记者朱翃 郭敬丹）
10月9日，2018 赛季 ATP1000 上海网球大师赛终
于迎来了“天王”亮相。赛会2号种子、塞尔维亚
天王德约科维奇当天出战，结果他兵不血刃，以
2：0横扫法国选手查迪顺利晋级。在另一场焦点
战中，5号种子西里奇在决胜盘中犯错，以1：2不
敌小将贾里惨遭淘汰。

虽然是上海大师赛的首秀，但是塞尔维亚人
进入状态很快，面对此前连胜过11次的法国选手
查迪，德约科维奇在首盘第五局完成破发，轻松地
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比赛，双方各自保发，比
分来到了6：5。在查迪的发球局中，两人经历了一
番鏖战。德约科维奇虽然浪费了一个赛点，但还
是兑现了第二个赛点，以大比分2：0战胜对手，晋
级下一轮。

当天另一个冷门是赛会六号种子蒂姆，他在
对阵澳大利亚选手艾布登的比赛中，在先丢一盘
的情况下，经历了两场“抢七”鏖战，还是以1：2不
敌艾布登遗憾出局。

首轮比赛淘汰了瑞士名将瓦林卡的丘里奇，
继续扮演“黑马”角色，战胜美国选手卡拉恩晋级。

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张择，首度与俄罗斯
选手梅德韦杰夫交手。虽然先胜一盘，但关键时
刻不够稳定的张择最终还是以1：2惜败对手，止
步本轮。

上海大师赛

德约科德约科维奇顺利晋级维奇顺利晋级

马刺首发控卫十字韧带撕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