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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CBA 季后赛

战辽宁 首钢依然人不齐
今晚主场迎强敌 翟晓川昨天参与合练
2017/2018 赛季 CBA 季后赛昨天打响， 北京首钢男篮
今晚将迎来与辽宁队的首场较量，实力处于下风，内部又受伤
病困扰，首钢队仍会全力以赴。

京彩聚焦

购彩时 别大意

阵容 朱彦西确认缺席

与上海队的附加赛最后一
场，王骁辉生病、朱彦西受伤，两
人双双缺席，翟晓川则带伤出战，
首钢队第三节防守制胜，拼下一
个季后赛正赛席位。
全队本周开始正式投入与辽
宁队比赛的准备，据北京晨报记
者了解，除了朱彦西确认无法出
战外，昨天下午的赛前最后一练，
王骁辉和翟晓川都全程参与，前
者已经退烧，基本恢复健康；翟晓
川则是提早抵达凯迪拉克中心，

先在其他场地独自进行了热身，
之后再前往主馆与球队会合。
上周赛后，翟晓川澄清了被
教练组要求打封闭出场的不实消
息，强调是主动请战。不过在介绍
自己伤情时表示，他表示目前韧带
断裂，骨髓水肿，出场其实有骨折
风险。但在朱彦西不能上场的情况
下，球队内线防守压力极大，不出
意外小川今晚仍会出现在大名单
中，而汉密尔顿和常林领衔的内线
需要延续上一场的出色发挥。

对手 辽宁队状态成谜

辽宁队在前天就抵达了北
京，并去了凯迪拉克中心进行适
应训练。从 2月 11日常规赛结
束到 3月 14日季后赛开打，他
们在春节期间前往台湾进行了热
身和训练，有一个多月没有打正
式比赛，能否迅速找到比赛感觉
将至关重要。
这轮 1-2-1-1的系列赛，
辽宁队多一个主场优势，且实力
上更被看好，对于今晚的首场较
量更是十分重视。辽媒就指出，
从来不缺话题的京辽对决“辽篮

如果稍有轻敌，很有可能会付出
惨重的代价”，并称如今打起团
队篮球的首钢队“经过一个赛季
的磨合，外教雅尼斯与北京队完
美地融为一体，悉心打造的团队
篮球已经炉火纯青”。两队常规
赛交手，首钢队就是依靠王骁
辉、方硕等国内球员的出色发
挥，在主场以 96比 87取胜。今
晚的交手，在上周找到自己赢球
模式的首钢队需要保持节奏、把
握开局，争取最好的结果。
北京晨报记者 刘晨

■NBA 火箭 109:93 马刺

如今这马没了刺
马刺战绩似断崖 恐将无缘季后赛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亢雪松）

连续 20个赛季从未缺席过 NBA
季后赛，且上赛季还杀进西部决
赛的马刺队，如今却面临可能无
缘季后赛的困境。昨天他们客场
93比 109输给火箭，遭遇三连
败，排名跌出西部前八，暂列西部
第十。如果马刺本赛季没能打进
季后赛，将是自 1996/1997赛季
以来的头一次，也是主教练波波
维奇执教生涯的第一次。
昨天比赛前，马刺以 37胜
29负的战绩暂居西部第七位，仅
领先身后的快船（36胜 29负）、
掘金（37胜 30负）和爵士（37胜
30负）0.5个胜场。而火箭在战胜
独行侠后，成为西部第一支锁定
季后赛席位的球队。再战马刺，当
家球星哈登复出。昨天他仅出战
三节，在 29分钟内 17投 6中，
依靠 14罚全中，拿到 28分，还
有 6个篮板、6次助攻。曾经的
“火马”激战，如今却呈一边倒之
势，三节战罢，火箭就以 88比 67
领先，提前将比赛打进垃圾时间。

数据方面，马刺首发仅得 33
分，火箭首发则砍下 79分，这也
是马刺近期战绩不佳的一个缩
影。半个月前，排名还是西部第三
的他们，如今却跌到第十。马刺战
绩呈断崖式下跌，与大面积的伤
病直接相关。本赛季至今，马刺队
主力阵容完整的比赛只有 1场。
自1997/1998赛季（邓肯加盟
NBA的首个赛季）到 2016/2017
赛季（邓肯退役后的首个赛季），马
刺已连续 20年取得常规赛至少
50胜的彪悍战绩，被誉为 NBA
历史上最长寿的豪门球队。但在
本赛季，马刺却已不具备与火箭
和勇士这西部前两名“掰手腕”
的资本。本赛季之前，在与火箭
的 7次交手中，马刺取得 6胜 1
负战绩。然而本赛季截至目前，
马刺对阵火箭时三战全负，对阵
勇士也是三战全负。自 2月份至
今，马刺共打了 14场比赛，其间
他们仅赢 3场。算上昨天比赛，马
刺本赛季在客场已输掉 22场，20
年来客场胜率首次不到五成。

■英超

冠军在望

北京时间昨日， 曼城在英超第 30 轮的最后一场比赛中，
凭借席尔瓦（右）的两个进球，在客场 2 比 0 击败斯托克城，四
连胜后以 16 分的优势领跑。 距本赛季结束还有 8 轮比赛，曼
城队只需要再收获 9 分，也就是三场胜利，就可以锁定冠军。

■WTA 印第安维尔斯赛

威氏德比老的辣
姐妹上演第 29 次对话
北京晨报讯（记者 葛晓

昨天，在第 29次“威氏
德比”中，大威以 2比 0胜
出晋级 16强，将双方的交
手记录改写成 12胜 17负。
1998年澳网第二轮，17
岁的维纳斯·威廉姆斯和 16
岁的塞蕾娜·威廉姆斯隔网
相对。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想
到她们在未来可以联手拿下
30个大满贯女单冠军，更没
有人想到她们会在 20年后
再次在印第安维尔斯这样的
WTA顶级赛事中相遇——
—
要知道，此时她们加起来已
经有 74岁了。
虽然比姐姐年轻一岁，但
小威去年怀孕生子，一直到本
站比赛才正式复出，还没有完
全找到比赛的感觉。首盘比
赛，大威在第 6局抓住机会，
倩）

大威 2 比 0 获胜

破发后以 4比 2领先。随后，
她以 6比 3先下一城。第二盘
大威开局就取得 3比 0，并最
终以 6比 4锁定胜局。
赢球后的大威将继续自
己在印第安维尔斯的步伐，
接下来她将迎战 1990年出
生的塞瓦斯托娃。而小威则
将准备下一站迈阿密的比
赛，名宿纳芙拉蒂诺娃看好
她在下周的比赛中夺冠。但
不管未来的成绩如何，她们
都是女子巡回赛乃至所有运
动员的榜样。哈勒普去看了
她们的比赛，费德勒说她们
激励了自己前进：“她们已经
三十五六岁了，还在顶尖球
员的队伍里。尤其是塞蕾娜，
我觉得她的回归是一个伟大
的故事，也可能是今年的年
度故事。”

3月 15日，一年一度的“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又将到来。作
为彩票消费群体，购彩者应当如
何维权、如何打假，如何保护维
护自身权益呢？在此，我们举两
个在北京地区新近发生的真实
案例。其中的教训与警示，值得
体彩店和购彩者引起重视。
2月 25日晚上七点多，旅客
刘先生在北京火车站候车，趁着
等车的工夫来到一个体彩店买彩
票。结果他期待的大奖没中着，反
而还把手机弄丢了。现场的监控
录像显示，在刘先生离开彩票店
之后，有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的男
子来到店内。见没有其他人注意
到桌上遗漏的手机，黑衣男子又
买了一张票面比较大的彩票，用
来盖住桌上的手机，随后把自己
的东西和刘先生遗落的手机一并
揣进了衣兜。当办案人员在火车
站候车室找到这位黑衣男子时，
这位男子还在辩称，“我是捡的，
我又不是偷的。”最终，在车站民
警的调解下，黑衣男子将手机归
还给了刘先生并表示道歉。
1月 20日，在购买当期双色
球的过程中，
“老彩民”孙某下了
6000余元的“重注”，可还没看到
开奖，他就坐进了丰台镇派出所的
审讯室。当天下午，彩票店内只有
一名店员，一直忙着帮顾客出票。
因为太熟了，孙某自己越过柜台操
作起彩票机，他购买了 20元的双
色球彩票，交钱之后迅速离开。当
晚，彩票店老板在对账时发现了问
题，当天下午有人打出了一张价值
6006元的双色球。监控显示，那个
人正是孙某。原来，孙某在彩票店
自己打票时，出了一张“14加 1”的
复式票。第二天，接到报案的丰台
镇派出所的民警将孙某抓获。
每年“3·15”期间，媒体都会
罗列出各式各样的彩市骗局骗
术。一防：当前，网络售彩被叫停，
仍有一些非法网站在卖彩票。这
些网站往往先引诱彩民进行投
注，让彩民尝到一些甜头后便会
继续引诱充值和投注。投注者中
了小奖，彩站就“派奖”，彩民一旦
中了大奖，网站就人间蒸发、玩
消失，使用户血本无归。二防：曾
有媒体报道，南京男子吴某捡到
三张即开型“彩票”，刮开后显示
中奖 30万元，并与“彩票”上预
留的电话联系，险些被骗走 6000
元“公证费”。三防：对于“数字彩”
玩家来说，
“号码预测”具有一定
吸引力。为此，一些骗子便盯上
这一群体，虚构自己是“内部人
士”，可以获得“内部中奖号码”。
（顾寒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