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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 北京 108:105 北控

京彩聚焦

看老马离场的时候挺……

异常现象规范处理

首钢主场赢下德比战 功臣方硕感叹师徒情
昨 晚 结 束 的 CBA 常
规赛第 26 轮，京 城 德 比第
二回合在凯迪拉克中心上
演。 主场作战的北京首钢
男 篮 末 节 翻 盘 ， 以 108 比
105 战 胜 北 控 篮 球 俱 乐 部
北京农商银行队。 马布里
首次 以 客 队 球 员 身 份 重 回
五 棵 松 ， 依 然 得 到 了 MVP
般的礼遇。

老马 瞥了一眼总冠军旗

开赛前 40分钟，两队不
约而同都回到了更衣室。之
后，马布里早早出现在场地里
准备热身。从客队通道进入场
地，路过记录台到客队热身的
半场，一路都伴着“MVP”的
欢呼。老马放慢脚步，向四面
看台致意，迎来更热烈的阵阵
呼声。
接球之前，他有意无意地
瞥了一眼球馆上方的三面总冠
军旗帜。赛前接受采访时，马布
里说：
“我告诉教练，要对我们

的队员说，忘掉这三面旗，专注
于比赛。尽管看到他们就会想
起我在这里的过往，美好的回
忆。我也很期待与前队友在这
块场地交手。”
不过，昨天上午的训练，老
马并没有跟首钢队员碰到面。
等到他进入场地，首钢队员早
已经离开。赛前热身，两队也是
各自专注准备。跳球之前，马布
里亲吻了地板，然后站在最远
的位置，看到靠近的翟晓川，两
人击掌互相鼓励。

赛况 首钢末节实现逆转

马布里作为首发打了前半
节，与方硕对位。在场上的 6分
多钟，老马试投 1次没有得分。
方硕面对老大哥，为汉密尔顿
送出一次助攻。北控队最多时
领先 8分，首钢队随即连追 7
分迫近分差。首节结束，北控队
以 30比 25领先。第二节，马
布里加强了主动进攻，面对昔
日队友不留情面，3次突破得
分得到 6分。方硕这一节表现
更抢眼，5投 5中拿下 12分，
包括 2记远投。首钢队在后半
节反超比分，半场结束以 58
比 54领先。

第三节打了不到 3分钟，
常林在防守贺希宁时被吹罚了
夺权犯规，北控队趁势反超，领
先 5分进入第四节。老马本赛
季少有的在第三节得分上双，
还有 4次助攻。首钢队第四节
前半段将分差缩小到 2分，马
布里则通过 2次得分帮助北控
队稳住阵脚。首钢队通过暂停
调整连追 9分，在还剩 3分钟
时重新取得领先。终场前 28
秒，老马没有放弃，他的突破得
分为北控队留住了一丝希望，
而杰克逊同样的得分方式，帮
助首钢队终结了比赛。

方硕 这是我美好的回忆

对位了一整场的马布里和
方硕，分别得到 20分和 27
分，各有 4次助攻。这一回合，
小兄弟的表现更胜老大哥一
筹。赛前尽管没有碰上面，老马
还是通过采访表达了对方硕的
赞赏，
“很高兴看到他在球队当
中扮演重要角色，希望他整个
赛季都有出色表现。”赛后，马
布里感叹，看到“漂亮男孩”在
自己的防守面前投中三分，
“属
于他的时代到来了。”
方硕不好意思地笑了：“他
这话说得太大了，自己也在球
队这么多年了，今年作为中流
砥柱的一员，也需要在关键比

赛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在他看
来，两人都在第二回合交手中
有了更出色的表现。“能看出来
他状态好很多，也能看出他比
上一次更努力，更拼命。41岁
不容易，他也为了这场比赛倾
其所有了吧。”他坦言，德比二
番战，自己非常想在主场扳回
一城，同时也是珍惜两人所剩
不多的交手机会。“投进三分球
之后依然很兴奋，但比赛结束
冷静下来，看着老马离场的时
候也是挺……像你说的，交手
的机会可能不多了，这场比赛
也会是我很美好的回忆。”
北京晨报记者 刘晨

近日，北京市体彩中心发布
《中国体育彩票北京市 11选 5
游戏异常现象处理方式的公告》，
对高频体彩 11选 5游戏在销
售、开奖、兑奖等环节有可能发生
的异常现象进行规范。
北京市体彩中心表示，该公
告中涉及的相关条款是根据《彩票
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财
综〔2012〕102号)以及中国体育彩
票北京市 11选 5游戏规则而制
定的，公告的发布旨在保障彩票购
买者权益，维护彩票公开、公平、公
正的发行原则。公告称，11选 5游
戏异常现象是指高频游戏系统故
障等引发高频游戏销售、开奖、兑
奖、开奖视频等业务活动无法正
常进行的现象；这其中的“高频游
戏系统”则是指所有可能影响到
高频游戏销售系统的 IT基础架
构、应用、系统、设备、网络等。
公告显示，北京市 11选 5
游戏中可能出现的异常现象以
及处理方式一共分为以下七种
情况：第一，因系统故障等导致
11选 5游戏某期销售时间不足
游戏规则中定义时间的，系统恢
复后该期销售时间不再补足。第
二，因系统故障等导致当天销售
总期数不足的，系统恢复后不再
补足，游戏期号按照开奖顺序连
续编排，当天期数和多期票情况
将在北京市体彩中心官网进行
公告。第三，因系统故障等导致
当天已售多期票期数不足的，顺
延至次日补足；若当日派奖或促
销活动结束，则顺延至次日的多
期票不再参与派奖或促销活动。
第四，因系统故障等导致某期不
能正常开奖，系统恢复后即时对
故障期补开奖，开奖公告通过网
点销售终端进行公布，网点电视
不再补播开奖公告，购彩者可通
过网点销售终端打印的开奖公
告查询中奖情况。第五，因系统
故障等导致网点电视不能正常
播放或开奖显示错误的，购彩者
可通过网点销售终端打印的开
奖公告查询中奖情况。第六，因
系统故障等导致彩票兑奖金额
错误的，销售网点会暂停兑奖，待
系统恢复后再行兑奖，已错兑彩
票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处理。第
七，因系统故障等导致中奖彩票
在规定时限内无法正常兑奖的，
会延长兑奖时间保证兑奖。
（顾寒枫）

不搞外援竞赛 恒大树中超新标杆
中超各队忙于冬训，但国内足坛热闹依旧。 近日，有关德甲球
员奥巴梅杨转会中超的传闻引发足坛热议， 更是将公众目光再次
聚焦在引援问题上。 为此，中超七连冠得主广州恒大在 48 小时内
连发两则官方公告， 明确透露中超七连冠球队今年引援新动
向——
—“不搞外援竞赛！ ”

“以身作则”
传播足改正能量

1月 9日，广州恒大淘宝足
球俱乐部发表《公告》明确否认
“德甲球员奥巴梅杨转会”传
闻。10日晚，广州恒大淘宝足球

俱乐部再次发布一则全新《公
告》明确表态，“坚持外援引进
要与中国足球水平相匹配的原
则，坚决不花高价到国外引进
外援，坚决不搞外援的引援竞
赛，把工作重心转向青少年球
员培养。”
48小时内连发两则官方

公告，广州恒大此举虽然“罕
见”，但更在“情理之中”。
近年来，随着中国足球改
革不断深入，国内联赛水平不
断提高，球市日益发展。中国足
协在 2017年赛季就已明确表
态，为规范国内外球员转会行
为，引导俱乐部减少非理性投
资，中国足协将于 2018年继续
实行引援调节费制度。因此，作
为中国足球极具影响力的俱乐
部，广州恒大公开表态“不搞外
援竞赛”，既是对自身球队建设
的正确把控，更是“以身作则”，
向国际足坛传播了中国足球改
革正能量。

“顾全大局”
发力实现“全华班”

多年来，广州恒大队的引
援质量和模式，一直被业界和
球迷重点关注。此次恒大淘宝
在外援引进方面的态度转变实
则有迹可循。从 2016年夏季转
会至 2017年整个赛季，恒大淘
宝就没有花大钱引进过外援。
功勋外援穆里奇 2017年下半
段是以自由身回归，恒大没花
一分钱转会费。这与恒大近年
来反复提及的“全华班”目标关
系重大。

早在 2010年建队之初，恒
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就曾提
及“全华班”概念。在2017年恒大
赛季中期总结会和年底卡纳瓦罗
上任的新闻发布会上，许家印更
是明晰了“全华班”的目标和实现
设想、步骤，并表示“会逐步减少
外援”。立足恒大足球学校建设，
许家印表示“恒大对于实现‘全华
班’是充满信心的”。
作为中超七连冠得主，广
州恒大淘宝俱乐部公开表态
“不搞外援竞赛”，树立起中超
新标杆，在“顾全大局”方面起
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北京晨报记者 陈小兵 许千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