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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战报
76人102:113猛龙
雄鹿115:92活塞
掘金124:118魔术
雷霆114:112篮网
奇才131:117老鹰
快船86:96灰熊
独行侠106:132鹈鹕
12月7日
09:00 尼克斯VS凯尔特人

CCTV-5
11:00 太阳VS开拓者
11:30 火箭VS爵士
12月8日
08:00 76人VS活塞
08:00 掘金VS黄蜂
08:00 步行者VS魔术
08:30 国王VS骑士
08:30 猛龙VS篮网
09:00 雷霆VS公牛
09:00 灰熊VS鹈鹕
09:30 湖人VS马刺
10:00 热火VS太阳
10:30 勇士VS雄鹿

城北区民政局道路命名公告
（2018年1号）

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和《西
宁市地名管理办法》的规定，经城北区人
民政府批准，对“福康一巷”等 8 条城市
道路名称予以命名，经命名的名称为标
准名称，并具有专有权，其合法权益受国
家法律法规保护。全市各有关单位应依
法使用标准地名，特此公告。

一、福康一巷：该道路位于北川河西
路，小桥医院北侧，东西走向，东起北川
河西路，西至佳和花苑小区。

二、福康二巷：该道路位于北川河西
路，朝阳公园南侧，东西走向。东起北川
河西路，西至柴达木巷（颐贤新城小区）。

三、祁家城巷：该道路位于北川河东
路至北货运规划路，东西走向，东起北货
运站，西至北川河东路。

四、文坊巷：该道路位于三运家属院
门口至马坊小学，南北走向，北起三运家
属院，南至柴达木路。

五、前程大街：该道路位于青海师范
大学新校区南侧，规划名学院路，东西走
向，东起宁大路西至海湖大道。

六：致远大街：该道路位于青海师范
大学新校区北侧，规划名泉湾路，东西走
向，东起宁大路、西至海湖大道。

七：高教路：该道路位于青海大学东
门，南北走向，南起青海大学路、北至泉
湾路。

八、毛胜寺街：该道路位于毛胜寺新
村南侧，东西走向，东起小桥大街、西至
海湖大道。

西宁市城北区民政局

新华社华盛顿12月6日电 6日，NBA常
规赛继续进行。在焦点战中，湖人以121：113
击败马刺迎四连胜，詹姆斯全场得到 42 分，
末节砍下 20 分力挽狂澜。复出不久的库里
献上9记三分，狂砍42分，勇士以129：105大
胜骑士。

湖人和马刺的比赛中，开场后双方都无
力拉大分差。在首节还剩6分34秒时，英格
拉姆跳投落地踩到阿尔德里奇，扭伤脚踝提
前离场。湖人以 31：23 领先进入第二节，半
场结束时，他们仍以50：45握有优势。

第三节前半段，湖人依靠詹姆斯一人苦
撑，后被马刺反超，幸亏板凳阵容发力，没有
过早丢掉比赛，湖人以 78：82 落后进入末
节。而在末节马刺逐渐要拉大分差之时，詹
姆斯登场带领队友掀起追分狂潮。阿尔德里
奇和德罗赞接连得分也无法阻挡湖人的脚
步，最终马刺以113：121告负。

面对处于重建期的骑士，勇士的库里轰
进9记三分。队友对近来伤愈复出的库里照
顾有加，杜兰特等人不断给他喂球，让“小学
生”在首节就轰入4记三分。

末节库里延续稳定发挥，最终勇士以
129：105战胜骑士。库里用42分、9个篮板、7
次助攻的数据回报教练和队友，他在生涯总得
分上也完成了对蒙
塔·埃利斯的超越。

在森林狼与黄
蜂的比赛中，开场
后唐斯先是命中 2
记三分，随后又挤
压黄蜂内线接连得
手。第二节森林狼
一度落后 10 多分，
在罗斯、维金斯和
科文顿等外线队友
的支持下，唐斯独
当内线努力追分。

末节第七分钟
37 秒时，随着唐斯
命 中 圈 顶 空 位 三
分，森林狼终于反
超比分。比赛最后
时刻，唐斯一条龙
上篮命中后，森林
狼以 121：104 黄蜂
取得胜利。

新华社芝加哥12月5日电（记者汪平）
由于受前美国体操队队医纳萨尔性侵案影
响，总部在印第安纳州的美国体操协会陷入
一系列巨额诉讼，于5日向当地法院申请了
破产保护。

美国体操协会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
说，申请破产保护将有助于解决纳萨尔性侵
案引发的诉讼，同时表示这一举动并不影响
协会的正常运营。

美国体操协会主席凯瑟琳·卡森说，尽管
协会没有足够的资产来完全支付纳萨尔性侵
案系列诉讼的赔偿金额，但还是希望尽快解
决对纳萨尔性侵案受害者的赔付。法律文件
显示，这些诉讼赔偿金额在5000万至1亿美
元之间。

该案的受害者代理律师约翰·曼利对此
表示，这标志着美国体操协会无论是在经济
上还是道德上已经破产，“他们无法承担作为
一个奥运项目监管机构应当担负起的责任”。

前美国体操队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体操队
队医纳萨尔的性侵案，是美国体育史上最严
重的丑闻之一，包括数位奥运体操冠军在内
的数百位女性指控遭到纳萨尔性侵害。

今年1月，纳萨尔伏法，但是该案件的后
续发展指向了美国体操协会，乃至美国奥委
会。受害者们认为项目管理协会以及相关体
育组织没有有效保护运动员，甚至质疑美国
体操协会有人参与掩盖丑闻。纳萨尔案的后
续发展导致美国体操协会管理层不断发生动
荡，多名高层被迫辞职。

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6日电（记者孙
哲 马锴）6 日，新疆男篮签下哈达迪的传闻
得到了证实。CBA公司正式宣布伊朗中锋
将顶替仅出战4场的明纳拉斯，代表新疆队
出战接下来的联赛。

哈达迪曾效力过青岛、四川等队，并随
后者在2016年捧得队史首座冠军。尽管已
经33岁，他依旧保持着不错的竞技状态。在
9月进行的亚运会决赛中，这名伊朗国家队
中锋面对周琦、王哲林等人的层层“围堵”，
仍砍下全场最高的27分。

自周琦远走 NBA 后，过去两年新疆队
引以为傲的内线优势有所下降。本赛季赛
程近三分之一，志在冲冠的新疆队已用掉3
个外援更换名额。休赛期前的四连客期间，
侧重外线投射的大外援明纳拉斯表现平平，

仅能场均贡献16.3分、6.5个篮板，球队也只
取得2胜2负的战绩。

如今，新疆队“火速”替换明纳拉斯，则
与后者“恩师”戈尔帅位不保有关。据多方
消息透露，原八一主帅阿的江已入主新疆
队，戈尔将退居幕后担任助理教练。目前俱
乐部尚未正式公布这一消息，但阿的江的回
归几成定局。

纵观阿的江的执教生涯，他更倾向于压
慢比赛节奏，通过阵地战来赢得比赛，护筐
能力出众的哈达迪显然更加契合他的执教
理念。此外，李根、曾令旭等本土球员在本
赛季发挥欠佳，同样需要拥有一手策应能力
的哈达迪重新“激活”。

7日，新疆将在主场迎战山西队，届时哈
达迪也有望迎来自己的首秀。

谁能阻挡广东男篮连胜势头

新华社英国约克12月5日电（记者王子
江）中国选手鲁宁5日在英国斯诺克锦标赛
第四轮比赛中，与英国选手汤姆·福特经过五
个多小时激战，以5：6惜败对手，无缘八强。

排名第112位的鲁宁堪称本届英锦赛的
最大“黑马”，他在首轮淘汰了排名第20位的
麦克吉尔，在第二轮比赛中战胜了排名第47
位的乔伊斯，在第三轮又淘汰了世界排名第
13位的比利时选手布雷塞尔。面对排名第
36位的福特，他本来可以再创奇迹，可惜因
为关键时刻的失误功亏一篑。

对于在最后一局比赛的失误，鲁宁认为
并不是自己面对压力紧张的原因，而是比赛
打得时间太长，“精力跟不上了”。

“其实胜负关键就是几个球，比赛前我就
感觉已经完成了目标，心态非常平。”他说。

24岁的鲁宁来自吉林，从小在上海的丁
俊晖俱乐部学习打球，后来赢得21岁以下世
界青年锦标赛冠军，在英国打了两年职业比
赛，因为成绩不理想返回国内训练，今年才
重返职业圈。鲁宁也是今年参赛的20多名
中国选手中晋级16强的两人之一，另外一人
是丁俊晖。

在当天进行的其他比赛中，六届冠军奥
沙利文以 6：1 击败利索斯基，马奎尔在 0：4
落后的情况下，以6：5逆转今年的世锦赛冠
军马克·威廉姆斯，马克·艾伦同样以6：5战
胜了罗伯逊。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2月6日消息，
虽然在首节打得有些胶着，但广东男篮仍然
有惊无险地以 138：101 大胜上海男篮，豪取
16连胜！如今CBA最大的悬念就是广东男
篮的连胜势头究竟何时才能被终结？

小球战术席卷全联盟
本来在休赛期找来北京男篮前夺冠功臣

莫里斯的广东男篮，准备组成莫里斯+易建
联的组合，以期夺得队史第九座总冠军奖杯。

但在赛季前与广厦男篮的热身赛中，莫
里斯手腕受伤，加之正好又没有找到合适的
大外援人选，杜锋领衔的教练组决定引进上
赛季在浙江男篮效力的威姆斯和德莱尼，杜
锋并将在美国学到的小球理念植入广东男
篮，球队开始靠着多个火力点来减轻易建联
的压力。这一变招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广
东男篮势如破竹，连战连胜。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进攻多点开花，在防
守端广东男篮也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
他们的外线球员给对方后卫施以极大压力，
而且广东男篮在场上的五个人身高差不多，
可以无限换防，令对手的挡拆无计可施。

当然，广东男篮不是没有遇到过困难，尤
其在第七轮，缺少易建联、周鹏和威姆斯三名
主力的广东男篮在主场迎战兵强马壮的新疆
男篮，最终由孟铎在加时赛命中绝杀，从而以
2分险胜对手。

经过了15轮的磨合后，广东球员已经彻
底适应了小球战术。正是因为如此，广东男
篮选择和莫里斯和平“分手”，用威姆斯在余
下联赛中与德莱尼继续组成双小外援阵容征
战，希望延续此前良好的化学反应。

如今广东男篮还有两大目标需要去超
越：一是新疆男篮于 2010-2011 赛季和辽宁
男篮于2014-2015赛季创下的开局17连胜的
CBA 纪录；二是广东男篮自己在 2014-2015
赛季创下的24连胜的单季最长连胜纪录。

谁来终结八冠王连胜？
根据赛程，在国家队窗口期结束后，广东

男篮要在第20轮才迎来排名第二的广厦，在
第23轮才会与最大的对手辽宁男篮交手，所以
广东男篮有望打破17连胜纪录，但是否能够超
越13年的自己，就看与辽宁的比赛结果了。

广厦男篮坐拥 CBA 最具实力的外线攻
击群，福特森能攻能传，赵岩昊、孙铭徽都在
世预赛窗口期得到了上场机会，状态有所保
障。此外，李京龙、刘铮和林志杰攻守平衡，
同样也有经验，再加上快攻的胡金秋，广厦男
篮不惧怕任何对手。

虽然一度遭遇伤病的侵袭，韩德君、郭艾
伦、刘志轩等带伤作战，核心控卫赵继伟更是
因伤长时间缺阵，但是辽宁男篮显示出了总
冠军球队的底蕴和气质，纵然缺兵少将，但是
他们在前15 轮中仍然排名联赛第四位。而
且，如今辽宁男篮的伤员陆续回归，届时卫冕
冠军将会展现出极强的后劲。更为重要的
是，郭艾伦在本赛季进步非常明显，除了练就
一手三分球外，还在串联的节奏方面愈发纯
熟。有了状态如此火热的郭艾伦，辽宁男篮
也有了卫冕的底气。

如果连广厦和辽宁都难以阻挡广东男篮
的话，那么在联赛第24轮，北京男篮将横亘在
八冠王的面前。虽然在进攻端北京男篮排在
联盟倒数，但是在雅尼斯的调教之下，北京男
篮场均91.8分的失分高居全联盟榜首，再次遭
遇广东，将会是一场矛盾之争。

新疆男篮走马换将新疆男篮走马换将 哈达哈达迪“火线”加盟
今日 19:35 辽宁VS同曦 19:35 北京VS广州 20:00 新疆VS山西

斯诺克英锦赛：鲁宁惜败鲁宁惜败福特无缘八强

湖人击败马刺

库里9记三分射落骑士

美国体操协会申请破产

新华社石家庄12月6日电（记者杨帆）
CBA联赛6日晚继续进行。客场作战的浙江
广厦以 104：99 险胜浙江稠州银行赢下德比
战，继续在积分榜上紧追广东。

上半场比赛中，邓蒙发挥神勇，半场拿到
24分和7个篮板，浙江稠州也在半场结束时
以56：51领先。易边后，广厦开始迫近比分。
博洛西斯抛投不中，胡金秋抢到进攻篮板补
篮命中，广厦以71：69反超比分。第三节比赛
结束时，广厦以79：75领先。末节双方全力展
开攻势，最后时刻，孙铭徽和赵岩昊相继命中
三分，分差再次拉开，广厦客场惊险取胜。

在其他比赛中，八一以97：114不敌深圳，
江苏以112：107力压四川，福建以114：109战
胜天津，吉林以110：117负于双外援合力砍下
71 分的青岛，山东则在主场以 104：107 不敌
北控。

广厦赢下浙江德比广厦赢下浙江德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