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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 季后赛附加赛 上海 96：101 北京（大比分 1：1）

“置之死地而后生”
王骁辉超远三分建功 首钢胜上海扳平大比分
首钢男篮将季后赛带回了北京！ 昨晚季后赛附加赛第二
轮，客场作战的首钢队顶住了上海队的末节反击，王骁辉终场
前 29 秒命中关键三分，立下头功，火线回归的杰克逊贡献 22
分和 7 次助攻。

京彩聚焦

世界杯迎倒计时
冠亚军竞猜开售

硬碰硬 末节顶住反击

两队昨晚一开场就拿出高
强度防守，上海队打了 4分半
钟才有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前半
节被首钢队打了个 10比 4。但
首节末，上海队连得 7分反超，
两队本节战成 20平。次节比分
依旧胶着，首钢队后半节逐渐
掌握主动，本场回归的杰克逊
在进攻端状态火热，帮助球队以
49比 42领先结束上半场。
汉密尔顿下半场一上来手
感火热，帮助球队进一步扩大
优势。第三节刚过半，方硕的底
角三分将分差改写为两位数。

上海队在第二次暂停后打出一
波 9比 0。首钢队则打成本节最
后一攻，保持了 10分领先进入
末节。上海队第四节前半段抓
住机会，并在最后 2分钟追到
只差 1分。王骁辉在还剩 29秒
时命中关键三分，重新拉开分
差，方硕的 2罚命中为球队锁
定胜局。
赢下背水一战，主教练雅
尼斯盛赞全队。“我们的背后是
一堵墙，只有一条路就是向前。
对我们来说这是艰难的系列
赛，下一场又是全新的比赛。”

换外援 盘活球队进攻

球队前天宣布第二场换回
尚未完全康复的杰克逊，被视
为赌博一样的决定。昨晚，AJ
本人用行动证明，教练组这一
次赌对了。他本场出战 30分
钟，外线 6投 4中，拿下 22分
和 7次助攻，帮助球队回到了
熟悉的节奏。
AJ 首节最后 2分钟才出
场，但第二节一开始就马上进入
状态，通过组织和传球逐步盘活
球队进攻，断球后快攻面对弗雷
戴特的追防将球上进，完成个人

首次得分。后半节，他的压哨三
分更是帮助球队反超 2分，单节
外线 3投 2中，拿下 12分和 3
次助攻，帮助球队在上半场建立
了 7分的优势。汉密尔顿在第三
节手感发烫，球迷熟悉的杰克逊
“喂饼模式”在这一节重现，后者
单节再添 4分和 4次助攻，首
钢队也在这一节建立起两位数
优势。本场拿下全队最高的 36
分和 13个篮板的大汉坦言，AJ
回归最关键的影响就是全队更
默契，运转更流畅。

王骁辉 详解关键投篮

昨晚第四节朱彦西受伤离
场，球队又损失了一个得分点。
比赛结束还剩 52.5秒时，弗雷
戴特面对首钢队的夹击，在失
去节奏和重心的情况下出手命
中，将比分改写为 95比 96。首
钢队暂停后，前场组织进攻，对
手先是将球碰出底线，进攻时
间还剩 7秒。随后方硕发出前
场球，王骁辉接球后来到三分
线外，在距三分线一步的地方
面对两名防守队员果断出手，
球压哨入网，分差回到 4分。随
后的防守回合，王骁辉又迫使
弗雷戴特外线出手不中，首钢
队拿回球权。
终场前这一攻一防，只是
王骁辉拼尽全场的一个缩影。

这位投手全场第一节在外线就
3投全中，第二、三节则将主要
精力投入防守，全场外线 7中
4，拿下 13分，还有 4个篮板。
他赛后坦言进球有运气成
分，同时也肯定了自己在时间
不够的情况下坚决出手的决
定。命中后，小辉跳起来握拳怒
吼庆祝，之后跳到了常林身上。
赛后他透露，原本想与队友撞
胸庆祝，无奈默契不够，有点小
尴尬，这也成为赛后更衣室的
一个笑点。
雅尼斯形容这是一场“置
之死地而后生”的胜利，全队也
表示，短暂的庆祝后，回到北京
的最后一战更为关键。
北京晨报记者 刘晨

王骁辉的关键三分让上海队绝望。

■体坛速递

女子象甲落户广东乐昌
北京晨报讯 （记者 葛晓
第 6至 10届全国象棋女子甲
倩） 日前，2018韶关桃花节系
级联赛。
首场比赛将于 10月在广
列活动之乐昌桃花节开幕式
在九峰镇的桃花园中举行。开 东省乐昌市举行，乐昌市在广
幕式上，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 东省棋类协会的协助下，将组
动管理中心象棋部主任郭莉 建一支女子象棋队，队伍以冲
萍、广东省棋牌中心主任吕 甲为目标。开幕式上还举行了
钦、乐昌市体育局副局长李小 捐资助学签约仪式及乐昌本地
珍宣布，广东省乐昌市将承办 特色的文艺表演。
中式台球世锦赛将开战
正赛阶段，赛期 12天，比赛场馆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宋翃）
中国·上饶·玉山 2018CBSA 在江西玉山一中体育馆。本届赛
“亚琦集团”杯中式台球世界锦 事共有来自 43个国家和地区
标赛新闻发布会近日在北京龙 的 400余名选手参赛，角逐
300万元人民币总奖金。据了
熙维景会议中心举行。
中式台球世界锦标赛外围 解，肖恩·墨菲、巴里·霍金斯、
赛将于 3月 19日至 3月 24日 乔·佩里、陈思明、韩雨等斯诺
进行，3月 26日至 3月 30日为 克、九球领域的球星都将参赛。
PP 体育“备战”世界杯盛宴
10大球星也将加入 PP体育的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宋翃）
PP体育 &体坛传媒战略合作 “豪华阵容”，为中国球迷呈现赛
发布暨倒计时 100天世界杯报 场内外精彩的花絮和独家内容。
道启动仪式日前在南京进行。 为了将俄罗斯世界杯打造成一
PP体育与体坛传媒展开全方 场全民参与的世界杯狂欢和“饕
位战略合作，一起为即将到来 餮大餐”，PP体育还将依托苏宁
集团八大产业的力量以及超过
的俄罗斯世界杯发力。
据了解，C·罗、梅西、内马 500人的科技研发团队，升级平
尔等多位明星将接受 PP体育的 台产品，创新各种互动玩法，同
专访，现役 10大球星及退役的 球迷一起玩转俄罗斯世界杯。

告别了 2月的冬奥冰雪盛
宴，3月体坛马上进入世界杯的
节奏。今天，2018俄罗斯世界
杯迎来了“倒计时”，为了让广
大球迷和购彩者提前上场感受
世界杯的热烈氛围，中国体育
彩票竞彩游戏于即日起开售本
届世界杯赛的冠军竞猜、冠亚
军竞猜玩法，提前为广大购彩
者开通参与世界杯的渠道，同
时也为 2018年的“竞彩普及
日”活动增加了新的亮点。
竞彩冠军、冠亚军竞猜游
戏自 2012年起实现常规化发
行，重大国际足篮球赛事皆会
列入竞猜范围，四年一度的世
界杯自然是不会错过。
冠军竞猜游戏，即竞猜本
届世界杯冠军队伍。根据世界
杯决赛阶段 32支队伍，玩法共
设置 32个结果选项，购彩者可
选择相应的球队进行投注，所
有选项均设置固定奖金。本届
世界杯 32强中，德国、巴西、法
国、西班牙、阿根廷无疑是五大
热门，传统强队英格兰、葡萄牙
同样不可低估。竞猜世界杯冠
军时不仅要看球星阵容，还要
兼顾到赛程、士气、战术体系等
多方面因素。
冠亚军竞猜，即不分顺序
竞猜本届世界杯冠亚军队伍，
也就是猜哪两支球队最终进入
决赛。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赛制，
32强中的任意两支球队都有可
能同时进决赛，理论上有 496
种组合，为了方便购彩者投注，
冠亚军竞猜设置 50个选项，德
国、巴西、阿根廷、西班牙、法
国、比利时、英格兰等强队配伍
组成 49个固定选项；如果购彩
者预测的决赛队伍在这 49个
选项之外，可以选择“其他”项，
50个选项均设置固定奖金。
3月 6日起，广大购彩者可
登录竞彩网（www.sporttery.
cn）或赴全国 10万家竞彩销售
网点查询相关信息。
翻看历史，世界杯决赛从
来不是黑马的舞台，近 12届决
赛席位都被巴西、阿根廷、意
大利、德国、法国、荷兰、西班
牙 7支强队所包揽，在世界杯
的舞台上，传统强队显然更值
得信任。不论是理性分析，还是
灵感闪现，或仅凭直觉，只要找
到合适的理由，球迷朋友就应
保持自信，敏锐捕捉时机及时
出手。
（陆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