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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3 日
电 在 13 日进行的美职篮东部
决赛首场对决中，主场作战的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以 10883
大胜老对手克利夫兰骑士队，
为球队赢得开门红。

凯尔特人队后卫杰伦·布
朗为球队拿下 23 分和 8 个篮
板，是球队最大功臣。其余几
位首发的状态也都非常出色，
前锋莫里斯砍下21分和10个篮
板，担任中锋的霍福德获得20
分，新秀塔图姆16分。

詹姆斯率领的骑士则全队
陷入低迷，詹姆斯得15分，中锋
勒夫17分，其余三位首发JR史
密斯、科沃尔和乔治·希尔加起
来才得了14分，全队前14个三
分球全部投丢，状态之差可见
一斑。凯尔特人队在第一节就
以3618领先，半场以6135
领先。虽然第三节骑士状态稍
有回升，但是很快遭到压制，詹
姆斯也早早被换下休息。

不过詹姆斯对球队的糟糕
状态并不是很担心。“这不是什
么一场定胜负的‘疯狂三月’，
我以前曾经大比分落后一场，
也曾经落后两场，我有过这种
经历。虽然今天比赛失误很
多，投丢的球也很多，但这也不

是世界末日，下一场我们重新
来过，”詹姆斯说。

比赛中凯尔特人的莫里
斯、布朗、塔图姆等数位球员轮
流防守詹姆斯，并且经常采取
双人包夹战术，大大削弱了詹

皇的进攻能力，同时还切断了
詹姆斯和其余骑士队员的联
系，这是凯尔特人队获胜的主
要原因之一。詹姆斯承认对手
防守策略非常成功。他同时表
示将仔细研究比赛录像，看看

到底“凯尔特人队是如何让骑
士感到难受的”。

两队第二场交锋将继续在
凯尔特人队主场进行，时间是
15日（北京时间 5 月 16 日上午
8：30）。

东决首战绿军大胜骑士

凭借“灯泡”组合的强劲动
力，火箭如愿闯入NBA西部决
赛。但站在他们面前的是已连
续 3 年晋级总决赛的勇士，火
箭若想继续升空，首先要做的
就是掰折勇士手中的“死神镰
刀”——杜兰特。

作为典型的“小球”球队，
火箭与勇士的角力将重点在外
线展开。早在赛季开始前，火
箭的阵容搭建似乎就已将勇士
作为“终极假想敌”。保罗、塔
克、巴莫特、阿里扎等都是以防
守见长的锋线悍将，火箭选择
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最大程
度限制勇士外线火力。

让勇士“四巨头”各得 20
分 ，还 是 让 其 中 一 人 独 砍

“40+”？在面对这道选择题时，
大多数球队是没有主动权的。
但本赛季的火箭却能依靠无限
换防，压制勇士以频繁挡拆为主
的整体进攻，迫使对手转为个人
强攻。在常规赛的三次对决中，
火箭凭此2胜1负略占优势。

尽管库里晃倒保罗的画面
常常会被收入各种NBA精彩集
锦，但在控卫位置上，力量足、
脚步快、判断准的保罗仍是能
最大程度限制库里的最佳人
选。曾被诟病“攻强守弱”的哈
登本赛季防守态度大为改观，

再加上火箭的整体防守策略，
克莱·汤普森持球单吃“西詹”
的把握也并不高。

其他位置实力相对均衡，
杜兰特将成为勇士强攻的首
选。季后赛次轮对阵鹈鹕的5
场比赛中，杜兰特场均得到
27.8 分，且主要依靠中投和突
破。面对状态正佳的杜兰特，
无论是塔克、巴莫特，还是阿里
扎都无法在一对一防守时有效
限制“死神”，可一旦内线协防
增多，卡佩拉极有可能早早陷
入犯规过多的泥潭。

除设法在防守端限制杜兰
特外，火箭还需提前对“灯泡”

组合进攻受阻的情况做好预
案。就目前来看，火箭在进攻
方面对哈登和保罗的依赖程度
要高于勇士对库里、杜兰特的
依赖。一旦哈登或保罗发挥欠
佳，火箭必须要有人能接过盘
活球队的重任，否则不仅卡佩
拉难以“吃到饼”，外线射手群
也将“难为无米之炊”。

当然，“灯泡”组合也不是
说限制就能限制的。不管是苦
熬13年终圆西决梦的保罗，还
是MVP呼声颇高的哈登，都将
展现出更加强硬的态度。勇士
若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恐怕
会吃到不少苦头。（马锴 孙哲）

西决前瞻：

火箭欲“升空”需先掰折勇士的“死神镰刀”

新华社马德里5月13日电 西甲第
37轮13日结束，巴塞罗那客场45不
敌莱万特，本赛季联赛不败金身告破。

梅西轮休未出现在比赛中。尽管
库蒂尼奥上演“帽子戏法”，苏亚雷斯
也罚入一记点球，但博阿滕的三个进
球和巴尔迪的两度建功却让主队从新
科西甲冠军身上成功拿到3分。巴萨
本赛季在西甲赛场上的不败遭到终
结，从上赛季第32轮开始的联赛不败
纪录也定格在43场。

开场仅 9 分钟，莱万特便首开记
录：博阿滕接莫阿莱斯的传中门前近
距离抽射入网。第31分钟，主队再下
一城：博阿滕接队友直塞，突入对方禁
区，晃过特尔施特根和塞梅多后近距
离将球射入。第38分钟，库蒂尼奥禁
区边缘横向带球拉开空当后劲射破
网，为巴萨在半场前将比分扳为12。

下半场刚开场，莱万特再度拉开
比分：巴尔迪在禁区弧顶处怒射破
网。第49分钟，博阿滕在反击中突入
对方禁区，低射球门远角得手，打入个
人本场的第三个入球。第56分钟，巴
尔迪反越位成功，接队友直塞将球推
入球门左下角，为莱万特将比分扩大
至51。

巴萨此后奋起直追。第59分钟，
登贝莱的射门被对方后卫挡出，库蒂
尼奥小禁区边缘补射入网。第 64 分
钟，巴西人又在禁区弧顶处抽射，完成

“帽子戏法”。第71分钟，博阿滕禁区
内对布斯克茨犯规被判罚点球，苏亚
雷斯主罚命中，为巴萨将比分定格在
45。

当日另一场比赛中，西班牙人主
场41击败马拉加。

西甲：

巴萨不败金身告破

据新华社伦敦 5 月 13 日电
2017-18赛季英超联赛最后一轮
的10场比赛13日全部结束，冠军
曼城队以10击败南安普敦后，
成为英超历史上首支单赛季积
分达到100分的球队；利物浦前
锋萨拉赫带领球队锁定欧冠席
位的同时，也创造了英超 22 年
来单赛季攻入32球的新纪录。

早已夺冠的曼城在客场与
南安普敦队苦战90分钟互无建
树，补时第四分钟，热苏斯攻入
制胜一球绝杀对手。曼城最后
积100分，成为第一支积分达到
三位数的球队，全队进球总数达
106个，再次刷新了上一轮创造
的纪录。

当天，执教 22 年的阿森纳
主帅温格正式结束了他的英超
执教生涯。他率队在客场以10
战胜了哈德斯菲尔德队。最终

阿森纳排名第六，是温格执教时
代排名最低的一个赛季。

最后一轮比赛最大的悬念
就是利物浦和切尔西的欧冠资
格之争，利物浦只要在主场战平
布莱顿就可以锁定第四。萨拉
赫首开记录，洛夫伦、索兰科和
罗伯逊先后建功，利物浦以40
大胜，获得最后一个欧冠席位。

卫冕失败的切尔西在客场
以03不敌纽卡斯尔联队，以5
分之差位列第五，三年中第二次
无缘欧冠，孔蒂恐帅位难保。

斯旺西在主场被已经降级
的斯托克城以21逆转，成为第
三支降级的球队。

曼联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以
10击败沃特福德，以19分之差
位居第二。拉什福德攻入了唯
一的进球。

热刺在主场三度落后的情

况下，以54战胜莱斯特城。
水晶宫在老帅霍奇森带领

下，以 20 战胜已经降级的西
布罗姆维奇。伯恩利以12不

敌伯恩茅斯，排在第七位，获得
了参加下个赛季欧罗巴联赛的
资格。埃弗顿以13不敌西汉
姆联队，仍然排在第八位。

英超收官日曼城创纪录
利物浦赢得欧冠席位

新华社罗马 5 月 13 日电 在 13日
进行的意甲第37轮比赛中，尤文图斯
00战平罗马队。虽然排名第二的那
不勒斯20战胜桑普多利亚，将与“斑
马军团”的分差缩小到4分，但由于联
赛只剩一轮，尤文提前锁定了冠军，实
现联赛七连冠伟业。

由于此前国际米兰主场12负于
萨索洛，主场作战的罗马已经提前锁
定了下赛季欧冠席位。没有了包袱的
罗马队开场对联赛领头羊发起猛攻，
哲科、纳英戈兰和云代尔的射门先后
考验了“斑马军团”的防线。不过罗马
队员好像集体忘了带射门靴，整个上
半时仅一脚射正。

下半时，第68分钟，罗马队遭遇打
击，中场悍将纳英戈兰在防守中铲倒
迪巴拉，累计两张黄牌被驱逐出场。
此后占据人数优势的尤文牢牢控球并
最终将00的结果保持到终场哨响。

取得本场平局后，尤文图斯的37
轮战绩为29胜 5平 3负积92分，领先
第二名那不勒斯4分，提前一轮获得意
甲冠军。自2011-12赛季以来，尤文图
斯从未让意甲冠军头衔旁落。这也是
他们连续第四年获得意甲联赛和意大
利杯赛的双料冠军。

在本轮进行的其他场次比赛中，
贝内文托 10战胜热那亚，佛罗伦萨
01负于急于保级的卡利亚里，博洛
尼亚12不敌切沃，克罗托内22逼
平拉齐奥，都灵21战胜斯帕尔，维罗
纳01不敌乌迪内斯。

意甲：

尤文实现七连冠

NBA季后赛

当地时间 5 月 13 日，曼城队主教练瓜迪奥拉（右）在赛后和球
迷合影。 新华社/路透

凯尔特人队球员霍福德（右）在比赛中庆祝得分。 新华社/美联

尤文图斯队球员曼朱基奇在比赛
中。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