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7日
08:00 魔术VS猛龙
09:00 马刺VS掘金
10:30 雷霆VS开拓者
4月18日
07:00 步行者VS凯尔特人
08:00 活塞VS雄鹿
09:30 爵士VS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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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半决赛第五场 4月18日 20:00 新疆 VS 辽宁 CCTV5

新华社华盛顿4月15日电 美职篮15日继
续展开季后赛的争夺。快船在最多落后 31 分
的被动局面下完成“惊天”逆转，在客场135：131
惊险战胜卫冕冠军勇士。

首战落败的76人三军用命，他们在第三节
轰下惊人的51分并最终以145：123取胜篮网。

勇士与快船的第二场较量在比赛开始后不
久遭到打击，阵中大将考辛斯在追球时大腿受
伤退场。好在库里首节带领球队 33：25 领先。
次节库里依旧神勇，携手汤普森不断在外线掀
起“水花”，前者在半场结束前再度命中三分球
后，勇士73：50遥遥领先。

易边再战，多点开花的勇士一度将分差扩
大至31分。此后他们的防守有所松懈，快船借
机在路·威廉姆斯的带领下不断蚕食分差，随后
又在本节尾声用一波 12：4 的小高潮将胜负悬
念保留。末节，路·威廉姆斯彻底爆发，他连续
突破砍下7 分，随后又用中投扳平比分。关键
时刻，沙梅特远投入筐反超，勇士则接连错失进
攻机会，最终快船险胜勇士。

快船完成大逆转的“导演”无疑是路·威廉
姆斯，他本场狂砍36分11次助攻，库里则为勇
士砍下29分。

继续坐镇主场的 76 人此番已不容有失。
首节76人领先6分，次节客队则仍旧凭借凌厉
的外线攻势紧咬比分。半场战罢，76 人 65：64
领先。

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三节，篮网进攻突
然“断电”，主队当家球星恩比德则在内线大杀
四方，携手雷迪克打出21：2的“超级”攻击波。
此后主队火力不减，76人单节轰下51分，追平
美职篮季后赛历史单节最高分的同时，也将领
先优势扩大至29分。末节篮网试图追分，但为
时已晚。双方目前总比分战成1：1。

76 人此役
共有 6 人得分
上双，西蒙斯贡
献18分10个篮
板 12 次助攻，
恩比德砍下 23
分。篮网的丁
维迪得到全队
最高的19分。

辽宁VS新疆半决赛剩余赛程（主队在前）
4月18日：新疆VS辽宁
4月21日：辽宁VS新疆（如有需要的话）
4月23日：辽宁VS新疆（如有需要的话）

新华社巴黎4月15日电 对于争夺
生涯第12个ATP（男子职业网球协会）
蒙特卡洛大师赛冠军，伤愈复出的西班
牙网球名将纳达尔 15 日表示，很难准
确讲出目前个人状态如何，他要做的就
是在每次训练中取得一点点进步。

32 岁的纳达尔受到膝伤影响，近
几个赛季时常出现因伤退赛的情况。
身为蒙特卡洛大师赛二号种子的他首
轮轮空，将在 17 日的第二轮比赛中对
阵同胞阿古特。

“我无法讲出什么感觉，过去一年
半对我来说有些艰难。”对阵阿古特将是

纳达尔上个月巴黎银行公开赛因伤退
赛以来首次参赛。“清晰地了解目前个人
状态如何，对我来说有些困难。”他说。

去年红土赛季几项赛事里的出色
成绩，意味着纳达尔今年需要保住大量
排名积分。他在谈及此前伤病时说：

“个人角度而言，这有些困难。如今每
一天的任务就是进步，在每次训练中进
步那么一点点。”

“重要的是我在比赛开始前能有很
好的训练，然后努力在第一场比赛里展
现竞争力。（对阵阿古特）会是一场困难的
比赛，我们拭目以待。”纳达尔说。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4 月 16
日凌晨，萨克拉门托国王队总经理弗
拉德·迪瓦茨正式对外宣布，卢克·沃
顿已被任命为球队的新任主教练。根
据球队政策，相关合同细节并未透露。

“我已经认识卢克很多年了，我很
兴奋的欢迎他和他的家庭来到萨克拉
门托国王队，”迪瓦茨说，“我期待着他

在球队的领袖能
力，我们将努力在
未来多年建立起
一种赢球文化。”

根据报道，沃顿与国王签下的是
一份4年合同，将在2022-2023赛季结
束后到期。

39岁的沃顿在此前曾担任湖人主
帅，但在3天前被湖人解雇。加盟湖人
之 前 ，沃 顿 曾 在 2014-2015 和
2015-2016赛季担任勇士助理教练，并
在2015年随队获得NBA总冠军。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16日，杜克
大学热门新秀锡安·威廉森通过个人社交媒体
宣布，他将参加2019年NBA选秀大会。

“我只想说声谢谢，谢谢你们让这个赛季
像我的一场梦。我想要感谢上帝、老K教练、
助教们、家人们、队友们和所有在杜克的朋友
们。”

“这支球队的一切都很特别，从老K教练
得到指导十分特别，他在一年里教了我许多篮
球有关的事情，现在想起在此之前我什么都不
懂。”

“作为一个在南卡长大的孩子，我从未想
过我有机会为杜克和老K教练效力，更没有想
过能被NBA球队选中，我将会追求我的下一
个梦想，宣布参加2019年NBA选秀。”

在锡安的带领下，杜克大学在NCAA挺进
了八强。他在大一赛季场均上场 30 分钟、得
到22.6分、8.9篮板、2.1助攻、1.8盖帽，以及2.1
抢断。

另据美国媒体统计，锡安在NCAA全国篮
球锦标赛的4场比赛中总计砍下104分，在所
有大一新生中高居第二位、仅次于罗斯。他还
荣获 2018-2019 赛季奈史密斯学院年度最佳
球员。

而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国男篮正
有意邀请锡安进入国家队，一同征战 2019 年
在中国举办的男篮世界杯。

锡安

宣布参加宣布参加NBANBA选秀大会选秀大会

快船落后31分

惊天逆转勇士惊天逆转勇士

本报综合消息 在过去的几个赛季
之中，广东队的国内球员实力一直都
是联盟顶级，可他们的外援配置却有
些差强人意。本赛季，广东队终于下
定决心升级了自己的外援配置。如今
的效果我们也看到了，自从马尚、比斯
利加盟球队之后，八冠王还没有输掉
过哪怕一场比赛。

当 CBA 步入半决赛之后，按理说
各支球队的实力其实已经很平均。新
疆与辽宁每场比赛几乎都能打到对手
时刻，差距就在细微之间。可是，广东
队却依旧能够时不时大胜对手。不是
深圳队实力太弱，毕竟他们也是常规
赛前四且逆转淘汰北京的队伍。或
许，真的就是广东队的实力太过强大，
已经拉开了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

马尚·布鲁克斯、威姆斯、易建联、
周鹏、胡明轩、赵睿、任骏飞，这七位球
员在CBA都能达到全明星的级别。而
除了他们之外，广东队还有杜润旺、曾
繁日等潜力股，以及苏伟这样的老
将。值得一提的是，这还没有算上未
注册的比斯利与因伤赛季报销的孟
铎。仅从纸面实力来看，广东队绝对
是CBA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球队。

纸面实力强大，他们的化学反应
其实也很出色。比斯利与威姆斯，比
斯利与马尚的组合或许有那么一些生
疏，但马尚与威姆斯却很快找对了节
拍。季后赛至今，广东队还没有输掉
过哪怕一场比赛。甚至，没有哪个对
手能够把他们逼到生死时刻当中。而
另一组数据或许更能显示出这支球队
在更换外援之后有多么的可怕。

自今年2月12日输给上海男篮以
来，广东男篮已经有62天没有尝到过
失败的滋味了。季后赛至今豪取7连
胜，其场均净胜分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21.6分。

即便是在 CBA 的历史上，或许也
很难见到一支如此有统治力的球队。
正因如此，绝大多数球迷都认为本赛
季冠军归属已经悬念不大。谁能成为
第一支击败升级版广东男篮的球队，
可能才是更多人关注的东西。

目前来看，只有辽宁与新疆还存
在着这样的机会。但从实际角度出
发，这两支球队都存在着不少缺陷。
或许本赛季，广东队将以不败的成绩
拿到最终的总冠军，不留给任何人击
败他们的机会。

外援升级无人可挡

谁能送给广东首场败仗谁能送给广东首场败仗？？

纳达尔淡看蒙特卡洛大师赛争冠纳达尔淡看蒙特卡洛大师赛争冠

沃顿正式出任国王主帅沃顿正式出任国王主帅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4 月 16 日晚，
CBA半决赛第四回合新疆107：81大胜辽宁，
总比分3：1领先。季后赛历史上凡是总比分
1：3落后一方，从来没有过逆转成功，且均在6
场之内就结束了战斗。卫冕冠军辽宁队目前
已是命悬一线。

总比分1：3落后的辽宁已处在被淘汰的
边缘。这意味着辽宁想要实现逆转奇迹，必
须出现抢七生死战。但在 CBA 季后赛历史
上，仅有上赛季半决赛广厦对阵山东时，才首
度出现“抢七”大战。当时双方前四场战成了
2：2平。

自2005-2006赛季CBA季后赛实行7战
4胜制以来，凡是以总比分1：3落后的球队，没
有任何一支球队实现了翻盘，甚至没有球队
能够坚持到第7场。

对于目前阵容不整、球员疲惫的辽宁男
篮来说，想要在剩余三场比赛中完成逆转，其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面对即将在18日进行的
系列赛第五场生死战，辽宁男篮在客场取胜，
进而将晋级希望带回沈阳的目标将空前困
难。也许对于辽宁队来说，他们本赛季的征
程仅剩下最后1-2场比赛。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16日晚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四场比赛中，主场作战的新疆
队以107：81大胜卫冕冠军辽宁队，以总比分3：
1领先。拿到赛点的新疆队距离总决赛只有一
步之遥了，而从本场数据和球员的精神面貌来
看，新疆队已经牢牢将本轮系列赛的主动权握
在了自己的手中，晋级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防守是新疆队拿到赛点的关键。本场比
赛，新疆队开局就依靠防守成功限制住了辽宁
队的进攻，一波13：2的小高潮之后，新疆队在
第一节前9分钟的时间里只让辽宁队得到了9
分，其中连续的防守轮换迫使辽宁队两次24秒
进攻违例。

即便是第二节双外援时间，新疆队依旧没
有让辽宁队打出他们擅长的得分高潮。第二节
前6分钟，新疆队只让辽宁队得到了6分，一波
9：0的小高潮之后，新疆队成功将分差扩大为
15分以上。

全场比赛，新疆队的铁桶阵只让辽宁队得
到了 81 分，这创造了辽宁队赛季得分最低得
分，而新疆队则是连续3场比赛得分突破100分
以上，显然双方的攻防主动权都在新疆队一边。

另外，新疆队全场4人得分上双，除了两位
双外援之外，队中肯定有两位国内球员得分超
过10分，本场是阿不贡献了24分，俞长栋得到
19分。新疆队这种多点进攻、东方不亮西方亮
的模式是他们的优势所在。

与新疆队多点进攻相比，辽宁队进攻端主
要依靠外援哈德森和巴斯，再加上国字号控卫
郭艾伦，辽宁队其他球员的得分很难有所贡献，
这可以让新疆队很清楚的锁定防守重点。

上一场被辽宁队完成了16分大逆转的新
疆队本场从教练到队员都格外谨慎。第三节当
辽宁队投中一次三分球，将分差缩小到20分以
内之后，主教练阿的江第一时间请求暂停打乱
辽宁队的节奏。

球员方面，队长可兰白克在第三节投中了
个人第一个三分球，但是他在投中球之后，主动
向队友竖起了大拇指，这种对队友无私的鼓励
让新疆队整场都斗志昂扬，每次进攻都是从自
己擅长的内线进攻打起，进攻套路非常明确。

与此相比，辽宁队全体将士显得非常疲惫，
外援哈德森和巴斯手感不佳，而郭艾伦则是体
能严重透支，甚至回防时经常看到“大侄子”是
低着头往回走，这充分暴露了连续征战，同时还
要分担得分压力让他体能严重不足。

新疆夺赛点距总决赛一步之遥

1：3落后无人能拖入抢七

卫冕冠军辽宁卫冕冠军辽宁
本赛季征程已倒计时本赛季征程已倒计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