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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昨日战报
独行侠111：102开拓者
步行者96:90公牛
热火90:105魔术
太阳105:122国王
12月6日
08:00 掘金VS魔术
08:00 勇士VS骑士
08:30 奇才VS老鹰
08:30 雷霆VS篮网
09:00 76人VS猛龙
09:00 独行侠VS鹈鹕
09:00 黄蜂VS森林狼
09:00 快船VS灰熊
09:00 活塞VS雄鹿
11:30 马刺VS湖人
12月7日
09:00 尼克斯VS凯尔特人
11:00 太阳VS开拓者
11:30 火箭VS爵士

12月6日
19:35 八一VS深圳
19:35 福建VS天津
19:35 广东VS上海
19:35 江苏VS四川
19:35 吉林VS青岛

19:35 山东VS北控
19:35 浙江VS广厦
12月7日
19:35 辽宁VS同曦
19:35 北京VS广州
20:00 新疆VS山西

新华社吉隆坡12月5日电（记者林昊）马
来西亚羽毛球协会总秘书黄锦才 5 日表示，
羽毛球名将李宗伟有望在1周到2周内重返
球场进行训练。

黄锦才当天对媒体表示，在回球场训练
前，李宗伟需要咨询医生的意见。他的目标
是在明年 3 月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上复出，
现在距离那时还有一段时间。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5日援引马来西亚
羽毛球协会主席诺尔扎·扎卡里亚的话报道，
李宗伟康复情况良好，现在自行在家进行训
练。诺尔扎说，他相信李宗伟会在东京奥运
会积分周期开始前做好准备。

根据世界羽联发布的信息，东京奥运会
羽毛球项目奥运积分周期是2019年4月29日
至2020年4月26日。现阶段，李宗伟的男单
世界排名已经跌出前10名。

新华社英国约克12月4日电（记者王子
江）2018 年英国斯诺克锦标赛 4 日上演了一
场中国球员之间的大战，结果曾两次夺冠的
丁俊晖以6：4力克肖国栋闯入16强。

曾经在 2005 年和 2009 年两次夺冠的丁
俊晖赛后非常高兴，他说：“今天的比赛不好
打，我状态也不是很好。从第四局开始，自己
打丢了一些简单的球，我一丢球他就清台
了。其实4：3领先时，我有很多机会，但出杆
时没有集中注意力，打丢了一个球之后，他就
直接赢得那一盘胜利，将比分追成了4：4。”

丁俊晖在下一轮的对手是排名第 59 位
的奥唐奈尔，这名英格兰选手在前三轮战胜
的对手全部来自中国，分别是徐思、陈飞龙和
田鹏飞。丁俊晖对奥唐奈尔并不熟悉，但他
相信只要不出现低级失误，应该能够取得胜
利。

如果下一轮顺利过关，丁俊晖的对手将可
能是六届冠军奥沙利文，对此他非常期待。“我
很希望跟奥沙利文打一场，每个人都喜欢跟他
打，我将尽量完成这个心愿。”他笑道。

新华社摩纳哥12月4日电（记者苏斌）
国际田联理事会第215次会议4日在摩纳哥
闭幕。在俄罗斯田径协会能否被解禁的问题
上，理事会成员接受独立调查小组的建议，决
定在俄罗斯田协未完全达到两点要求前仍对
其采取禁赛措施。

独立调查小组负责人安德森在新闻发布
会上解释了这两点要求。首先，俄罗斯方面
应允许独立调查小组接触到实验室数据库内
的样本数据。“国际田联理事会十分清楚，这
一问题得以解决前，俄罗斯运动员将无条件
无缘国际赛场。”他说。

安德森表示，目前未收到俄罗斯方面会
将数据直接递交独立调查小组的保证，而世
界反兴奋剂机构已收到相关保证，已将接收
数据的截止日期定为12月31日。

“我们需借助这些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接收的数据，将其交由相关部门检验，然后再
确定数据的真实性。”安德森说。

安德森表示，第二点要求是俄罗斯方面
需承担独立调查小组开展工作以及在国际体
育仲裁法庭处理俄罗斯相关案件的费用，“让
国际田联及其他成员协会继续承担这些费用
是不合理的”。

安德森表示，独立调查小组希望俄罗斯
田协及其他机构能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尽快
满足这些要求。一旦俄罗斯方面达到相关要
求，独立调查小组时刻准备好建议国际田联
理事会恢复俄罗斯田协的资格。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2月6日，湖人
将在主场对阵马刺，这也是双方本赛季在常
规赛的第三次交手，在前两次交锋中，湖人以
大比分0：2不敌马刺。

在上一场对阵太阳的比赛中，尽管曾一
度落后对手高达 17 分，但最终湖人成功逆
转，迎来一波三连胜。依靠这一波连胜，湖
人在西部的排名已升至第五位，他们要努力
延续连胜势头来争取提高排位。

詹姆斯仍是湖人战绩不断提升的关
键，本赛季至今他场均可以出战 34.7 分钟，
拿下 27.8 分、7.7 个篮板和 6.7 次助攻，不过
湖人篮球运营总裁约翰逊近期曾表示，他
不希望湖人过度使用詹姆斯，不希望看到

“骑士场景再现。”湖人名宿科比·布莱恩特
也表达了詹姆斯包办一切并不是赢得总冠
军秘诀的观点。湖人主帅卢克·沃顿则坚
持自己对詹姆斯出场时间的控制。

“我想每场打满 48 分钟，”詹姆斯表示，
“我是认真的，不过这不会发生，因为这样做
并不明智。在任何人看来这么做都不聪明，
但这就是我的竞争心。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
像我一样充满竞争心的家伙，他们喜欢被换
下场吗？不会有人同意的。不过归根结底，
你必须去做最有利于球队的事，你也需要保
护好自己。所以，我喜爱自从我来到这里后
我们队内的一切进展。”

对阵马刺时，詹姆斯要打得更有侵略性，
他需要保持在进攻端的影响力。此外，库兹
马、英格拉姆、哈特等人在近日都有着不俗表
现，湖人需要他们能够继续这种表现。英库
兹在最近五场比赛都得分上双，如果他能够
保持这样的进攻状态，那么詹姆斯的压力则
会大大减轻。

反观马刺，球队刚刚以 105：139 输给了
爵士，本场比赛之前爵士的3 分命中率仅有
34%，但此役他们却投进了破队史纪录的20
个 3 分（33 投 20 中）。据 ESPN 数据统计，马
刺成为 NBA 历史上第五支一周内三次落
败，并且分差都至少在 30 分的球队。上一
支出现这样情况的球队是 2005-2006 赛季
的开拓者。

“在防守端，我们受到了很大挑战。”马刺
主帅波波维奇赛后说道。输掉与爵士的比赛
后，马刺的防守效率已经跌至联盟倒数第
一。此外，根据数据统计，这是马刺本赛季第
五次让对手得分超过135分，而过去29个赛
季，马刺让对手得分超过135分仅4次。在波
波维奇执教马刺的前1758场比赛里，马刺负
于对手30分以上的比赛有5场，而在过去的4
场比赛中，马刺有3场比赛输了30+。目前，
马刺的战绩以11胜13负再次下滑至西部第
14名。

德罗赞本赛季至今场均贡献24分、5.6个
篮板和6次助攻，在场上给球队带来了全面贡
献。不过对阵爵士
时，他仅有 16 分和
7 个篮板，他要在
进 攻 端 争 取 有 更
好的表现，给湖人
制 造 麻 烦 。 而 阿
尔 德 里 奇 近 来 在
内 线 遭 遇 了 不 小
的压力，此役面对
内 线 实 力 较 弱 的
湖人，阿尔德里奇
必 须 要 打 得 更 为
强硬些，他要在场
上 展 现 出 统 治
力。福布斯、米尔
斯、盖伊要在进攻
端有更好的发挥，
这样马刺赢球的希
望会更大。

湖人欲擒马刺延续连胜势头
今日 08:00 勇士VS骑士 11:30 马刺VS湖人

新华社浙江绍兴12月5日电（记者韦
骅 夏亮）2018年女排世俱杯5日在绍兴展
开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卫冕冠军瓦基
弗银行以3：0战胜法国球队勒卡耐特沃雷
罗女排取得两连胜，朱婷得到全场最高的
23分。赛后，瓦基弗银行主教练古德蒂在
接受采访时说，朱婷很优秀，但不能只靠
她一人赢球。

虽然是直落三局战胜对手，但在第一
局，瓦基弗银行遇到了不小的麻烦，曾大比
分落后。在朱婷的率领下，瓦基弗银行还是
逆转了比赛。在评价比赛时，古德蒂说：“朱
婷是一位非常伟大的运动员，但是她不能一
个人打球。排球是一项集体运动，每名球员
都要互相协作。球队很幸运拥有朱婷，但我

们也知道她无法一个人赢得比赛。”
此外，古德蒂还特意提到了球队副攻

拉西奇，在他看来，这位塞尔维亚国手同
样是球队不可或缺的一环。“对我来说，副
攻是排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如果
我们的副攻很弱，那么对手得分就会变得
很容易，所以在防守体系里副攻是非常重
要的一环。我很高兴能够有拉西奇这样
的球员，她或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副攻。”

在当天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面对
加比和娜塔莉亚领衔的巴西米纳斯女排，
浙江女排苦战四局败北，遭遇两连败。

两轮比赛过后，土耳其和巴西的两支
球队均以两战全胜的战绩提前锁定半决
赛席位。

李宗伟

预计近期重返球场训练

古德蒂古德蒂：：朱婷很优秀 但不能只靠她一人赢球

斯诺克英锦赛：

丁俊晖闯入16强

俄罗斯田协

继续遭国际田联禁赛

CBA联赛第16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