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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 北京 94:99 上海

京彩聚焦
随意选号
捧走 500 万

马布里很努力，但对手实力更强。 北京晨报记者 郝笑天 / 摄

老首钢难敌新网红
北京主场惜败领头羊“CBA 库里”风头盖老马
■积分
排名

胜 / 负 胜率

1 上海
2 广东
3 新疆
4 广厦
5 辽宁
6 深圳
7 北京
8 吉林
9 山东
10 山西
11 四川
12 江苏
13 青岛
14 天津
15 同曦
16 浙江
17 八一
18 广州
19 福建
20 北控

16/1
14/3
14/3
14/3
13/4
13/4
9/8
9/8
9/8
9/8
9/8
9/8
6/11
6/11
4/13
4/13
3/14
3/14
3/14
3/14

94.10%
82.40%
82.40%
82.40%
76.50%
76.50%
52.90%
52.90%
52.90%
52.90%
52.90%
52.90%
35.30%
35.30%
23.50%
23.50%
17.60%
17.60%
17.60%
17.60%

■战报
山西
山东
广州
同曦
辽宁
福建
广厦
新疆

107
94
99
97
120
102
116
111

比 103
比 96
比 102
比 116
比 111
比 112
比 95
比 85

青岛
四川
江苏
广东
北控
天津
吉林
天津

■今日赛事预告
NHL
棕熊 - 企鹅
08:30 CCTV5+
世界羽联总决赛
20:00 CCTV5+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昨晚的 CBA 联赛第 17 轮，北京首钢男篮主场迎战领头羊上海哔
哩哔哩队， 在最后 1 分钟落后 3 分的情况下翻盘未果， 最终以 94 比
99 惜败。 有“
CBA 库里”之称的弗雷戴特拿到 38 分，最后 4 次罚球成
为球队制胜关键。

核心对决 弗雷戴特 38 分

昨晚比赛最大的看点无疑
是马布里和弗雷戴特的对决。
两人双双首发，两队也一开始
就祭出高强度防守，打了 2分
钟才有运动战得分，由马布里
助攻张松涛中投得手。上海队
核心则在随后的进攻回合强
投得手。首节行将过半，上海
队以 8比 2领先，老马则用跳
投为球队打破得分荒。后半
节，首钢队照例换上第二阵
容，老马下场。但球队命中率
不佳，14分的首节得分为赛季

新低。
双外援在次节登场，两队
核心也开始在进攻端有所发
挥。首钢队逐渐找回手感，本节
打了 5分钟后一度反超比分，
上海队则以一波 5比 0重新领
先，马布里此时用标志性带球
突破得分咬住比分，弗雷戴特
随即还以外线得手。他和老马
分别单节贡献 11分和 9分，首
钢队半场追成 48比 49。
不过，以投篮见长的弗雷
戴特本场命中率并不高，第三

节 4投只有 1中。他因此尝试
通过造杀伤得分，末节 2次“打
三分”得手，在首钢队追分正紧
时帮助上海队稳住局面。老马
经过第三节的调整，末节后半
段登场，最后 2分钟连续突破
拿到 5分，将比赛悬念留到了
最后。但首钢队最后 2次外线
出手不中，弗雷戴特 2次站上
罚球线拿下 4分，为球队锁定
胜局。“CBA库里”本场得到 38
分，马布里则有 24分、10个篮
板和 5次助攻进账。

大莫出场 手感明显好转

赛前的热身，仍能看出莫
里斯受到腿伤影响。知道他带
伤出战，现场主持人也号召现
场观众单独为他送出掌声。
大莫照例首节后半段出
场，上来就抢断弗雷戴特得手，
进攻端则有 4投 1中。次节，他
状态有所提升，单节有 6投 3
中，半场拿下 10分和 4个篮

板。伤势影响了在篮下的对抗，
莫里斯便选择多为队友创造机
会，单节送出 2次助攻。
大莫下半场一开始延续了
上半场的表现，与翟晓川完成
高地位配合，中投表现稳定，还
在防守端送给弗雷戴特 1次封
盖。前三节，他已经拿下 19分，
并在末节开始阶段连得 4分，

闵帅直言 还是进攻问题

“准备这场比赛确实强调防
守比较多，但我也跟队员说，打
强队除了防守，进攻是非常重要
的。打强队如果我们进攻好了，
防守肯定不会太差，场上有那么
几个点发挥稳定，我想场上的局
面会更好一些。一直在强调这
些，但全场进攻的连贯性确实不
够理想。”闵帅总结认为，球队整
体防守和对弗雷戴特的控制基

本到位，问题出在了进攻端。首
钢队本场外线只有 22中 5，首节
更是 6投全失。
闵鹿蕾还指出了罚球比对
手少 20分的问题。上海队本场
得到 36次罚球，得到 29分，首
钢队本项数据却只有可怜的 12
中 9。弗雷戴特的个人数据为 14
罚 13中，但外线只有 8投 3中。
北京晨报记者 刘晨

将分差缩小到 3分。
经过上一场的赛季得分新
低后，不下火线的莫里斯本场
打了 36分钟，交出 24分、5个
篮板、3次助攻和 2次抢断的表
现。主教练闵鹿蕾赛后称赞了
他带伤出战，但也表示，球队内
线状态有所起伏，最后不得已
派上“五小”阵容。

运气到了，大奖就来了！12月
7日，体彩 7星彩 500万元大奖得
主丘女士现身北京市体彩中心领
奖时，最大的体会是买彩票没有规
律可言，
“就是靠运气。”
12月 4日，体彩 7星彩第
16143期开奖。当期全国开出 3注
封顶一等奖，单注奖金 500万元。
开奖后，全国 3注头奖中的 1注落
户北京市海淀区第 36213的体彩
销售网点，中奖者正是丘女士。为她
赢得 500万元大奖的是一张开销
只有 10元的单式单注票，票面上只
选了 5注号码。开奖之后的第三天，
丘女士在家人的陪同下来领奖了。
“我选号很随意，很少看走势
图，对哪个号码感觉好就选哪个。
有时也会听一些老彩友的建议。”
丘女士说，“不过，说到底我还是最
相信自己的直觉。我觉得彩票其实
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就是靠运气。
运气到了，平时就能中点小奖，说
不定什么时候还能中个大奖。如果
运气不到，那也没关系，就当买彩
票是消遣娱乐了，也挺好。”
由于体彩兑奖需要一个规范
严谨的流程，因此并不是中奖者把
彩票掏出来扭头就能把奖金拿走。
在等待兑奖的过程中，丘女士略显
紧张，紧紧拉着家人的手。她说，与
很多动不动就买了十年八年的老
彩友相比，自己买彩票的历史并不
长，还是一个“新人”。丘女士介绍，
她的“彩龄”只有两三年，之前“别
说大奖了，就连小奖都很少中。”终
于擒获 500万元大奖，她的激动之
情溢于言表，“这次特别意外，准备
回去和家人好好庆祝庆祝。”
丘女士说，她平时投注彩票时
比较随意，与很多习惯追号、“期期
必买”的彩友不同，她购彩没有什
么特别固定的规律。她介绍，自己
购彩的年头虽然有两三年，但实际
上是断断续续在买，不是“非买不
可”，“看见路边有体彩店了，想买
就进去买几注，买多买少也不一
定，没准是几块钱，也没准是几十
块钱，都看当时的心情。”
买了两三年彩票，中了 500万
元大奖，还说自己是“新手”，看来
这个女彩友真是很低调。丘女士
说，她有个朋友特别喜欢投注大乐
透，平日里为她推荐过好几次了。
“这次我中了 7星彩的头奖，回去
我就该研究研究大乐透了。”她笑
着说。
（刘一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