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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东部决赛 骑士 94:107 凯尔特人（大比分 0 比 2）

0 比 2 詹姆斯认命吧
独得 42 分难救主

对手晋级概率高

输掉东部决赛首战后，詹姆斯曾表态，一场失利不会影响
骑士队，毕竟他的球队有过多次翻盘晋级记录。 然而昨天，当
东部决赛第二场比分定格在 94 比 107，骑士再次输给凯尔特
人后，恐怕连詹姆斯也开始怀疑球队的晋级希望了，凯尔特人
在总比分 2 比 0 领先时（改制 7 局 4 胜后），其系列赛战绩为
37 胜 0 负。

京彩聚焦

体彩公益
助力脱贫

难求一胜 领先十分遭逆转

如果说东决首战，詹姆斯
受到“困杀”表现不佳，多少要
为骑士失利负责的话，那么昨
天，骑士再度失利，真的难以指
摘这位当家球星，单节 21分，
全场 42分、12次助攻、10个篮
板，詹姆斯的表现已足够好。勒
夫的数据也不错，22分、15个
篮板，投篮 18中 9。尽管如此，
骑士仍在一度领先将近 10分
的情况下被凯尔特人逆转。
与首战相似的是，骑士再
次倒在凯尔特人的防守之下，
尤其是他们最为仰仗的三分球
更是被绿衫军彻底防死。双方
首回合，骑士队三分球 26投 4
中，15.3%的命中率惨不忍睹，
其中前 14投 0中。昨天，詹姆

斯率先开火，首节投进 4记三
分，科沃尔次节也投进两记三
分。但随后骑士的三分球失去
准星，全场比赛他们三分球 31
投 10中，32%的命中率看似不
错，但是除詹姆斯、科沃尔和勒
夫之外，全队只有格林命中一
记三分。而且，詹姆斯在 4投全
中后 7投 1中，科沃尔在 2投
全中后 3投 0中。
在空位投篮次数上，骑士
下半场只得到 3次空位出手
机会，36次非空位出手，而凯
尔特人下半场空位出手机会
多达 20次。在这项数据上，绿
衫军以 59比 39净胜骑士 20
分，而全场比赛凯尔特人净胜
骑士 13分。

主帅斗法 卢教练反应迟缓
第一场表现饱受外界批评，詹姆斯本场倾尽全力。

季后赛绝不能单纯依靠一
名超级球星来拯救球队，这一
点雄鹿在首轮就已明白，鹈鹕
在第二轮也已明白，火箭在一
天前的西部决赛中同样明白。
可是，骑士在经历了第一场的
惨败后，还是没想明白，起码主
教练泰伦·卢就没想明白。昨天
比赛，骑士陷入困境后，卢教练
缺少有效调整，继续无为而治，
将指挥权交给詹姆斯，受此影
响，场上队员对于詹姆斯更加
过度依赖，这就彻底掉进凯尔
特人的计划内。
首节比赛，骑士 27比 23
领先，除詹姆斯外，其余登场的
7名球员一共只拿到 6分，11
次出手，仅命中三球。这就是凯
尔特人的应对，他们并没有将
过多精力放在“如何限制詹姆
斯”这一课题上，而是关注詹姆

斯之外的其他人是否打得舒
服。比赛最后 12分钟，骑士只
拿到 17分，其中有 10分来自
于詹姆斯，结果却是凯尔特人
赢得胜利。
此外，昨天比赛的转折发
生在第三节，泰伦·卢在面对凯
尔特人变招起势时反应迟缓。
第三节开打不久，凯尔特人主
帅史蒂文斯撤下杰森·塔图姆，
换上阿隆·贝恩斯，绿衫军抓住
骑士防守涣散之际再次突袭内
线，罗齐尔单节砍下 14分，半
场落后 7分的他们单节翻身，
并领先 7分进入末节。泰伦·卢
则对 JR
·史密斯过于信任，直
到第三节还剩 4分 06秒才换
上科沃尔，在 3分 54秒才用杰
夫·格林换下史密斯，此时凯尔
特人早已反超。在教练斗法上，
泰伦·卢输给了史蒂文斯。

37 次 2 比 0 绿衫军无一失手

上一次詹姆斯的球队在东
部季后赛 0比 2落后，还得追
溯到 10年前。2008年东部半
决赛，骑士对阵凯尔特人，前两
场，他们在客场连败，最终打到
抢七大战，仍遭淘汰。那一年，
凯尔特人夺得 NBA总冠军。昨
天，又是凯尔特人，送给了詹姆
斯一记重锤。
数据显示，凯尔特人在系
列赛 2比 0领先时（改制 7局
4胜后），还从未被对手翻盘过，
他们的系列赛战绩为 37胜 0
负。目前，凯尔特人在东部决赛
2比 0领先骑士，而且他们拥有
主场优势。不仅如此，今年季后
赛，凯尔特人在主场还从未输

过球。
不过，骑士也有翻盘可能，
他们队史曾有过 14次 0比 2
落后的情况（不含本次），其中
有过两次逆转，全部是在詹姆
斯的率领下完成的。其一是
2006—2007赛季东部决赛他
们在 0比 2落后的情况下，连
赢四场淘汰活塞，历史性地杀
入总决赛。其二是 2016年总决
赛，勇士 2比 0领先后，骑士用
一场 30分的大胜扳回一局，勇
士再胜一场以 3比 1拿到赛
点，骑士连赢三场以总比分 4
比 3逆转勇士，夺得队史第一
座 NBA总决赛冠军。
北京晨报记者 亢雪松

■体坛速递

中国女排两连胜
北京晨报讯 （记 者 阎志

世界女排联赛昨天继续在
宁波北仑进行，中国女排 3比
0战胜比利时队，轻松收获两
连胜。三局比分为 25比 14、25
比 20和 25比 13。
前天新女排首秀以 3比 0
战胜多米尼加队，新人李盈莹表
现出色，拿到全队最高的 17分。
昨天，她继续被郎平排进了首发
强）

阵容，与刘晓彤搭档主攻。首发
其他位置为：副攻袁心■、王媛
媛，接应杨方旭，二传丁霞和自
由人林莉。尽管中国队以新人为
主且未磨合到最佳水平，实力仍
明显高出对手。比赛后两局，高
意、胡铭媛、张轶婵、孟子璇等先
后登场。最终，袁心■拿到队内
最高的 13分，李盈莹得到 9分。
今晚中国队将对阵韩国队。

围棋名人战开赛
北京晨报讯 （记 者 葛晓

昨天，嫘祖杯第三十一届中
国围棋名人战开幕式暨中国围
棋协会与人民体育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于中国棋院进行。围棋
协会、人民体育以及赛事举办
地代表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这
一具有三十年历史的围棋品牌
赛事，奖金再创新高。
从 1987年创办至今，中国
围棋名人战已举办 30届，产生
倩）

刘晓光、马晓春、周鹤洋、邱峻、
古力、江维杰、檀啸、陈耀烨、连
笑 9位“名人”，后者从 2015年
的第 28届名人战起已蝉联三
届该头衔。去年，他在盐亭接连
击退了周睿羊和芈昱廷的挑战。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国围棋协
会和人民体育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人民网体育部主任、人民体
育董事长朱凯和中国围棋协会
副主席常昊在协议书上签名。

上港亚冠遭淘汰
北京晨 报 讯 （记 者 阎志

强） 首回合 1比 3落后的上海
上港昨晚主场再战日本鹿岛鹿
角，尽管 2比 1收获胜利，但以
总比分 3比 4被淘汰出局，无
缘八强。
回到主场的上海上港需要
一个 2比 0或者 3比 1以上的
胜利。开场不久，武磊错失单刀
球，但主队很快就打破僵局：第

6分钟，巴西外援胡尔克利用任
意球的机会破门。随后上港放
缓了节奏，反被对手压制，终于
在第 41分钟土居圣真为客队
取得进球。半场战平，易边后的
上港必须大举进攻。直到第 80
分钟，胡尔克才打进点球，将比
分改写为 2比 1。直到补时的 5
分钟走完，上港狂攻未果，无奈
提前告别了亚冠赛场。

作为江西省井冈山市的西大
门，睦村乡是当地最偏远的乡镇
之一，如今全乡 8个行政村 57个
村小组，都通了水泥路，使村民们
出行更加方便。2017年 2月 26
日，井冈山在全国率先实现脱贫。
这一变化得益于国家对扶贫事业
的重视——
—2016年，有 15亿元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被划拨用于
扶贫事业。
睦村乡通了水泥路之后，乡党
委副书记邹伟男说：
“以前没有路，
群众卖杉木靠肩挑背扛，一天最多
送出山半个立方，现在有了路，一
天二三十立方也不在话下！”
肖美秀住在东上乡瑶前村，她
家门口有一段小土坡路连接到入村
主路上。去年，这段土路变成了水泥
路。“这是村里入户公路帮忙修的。”
她说，
“扶贫政策好。我们不是贫困
户，也沾了扶贫政策的光。”
对于重度贫困村中的基础设
施建设，井冈山市着力解决“最后
一公里”问题，实现了 25户以上
自然村通村组公路、农村电网改
造、移动通信网络、农村有线电视
网络共享平台全覆盖，优先支持、
重点加快 25户以下自然村通村
组公路建设。
围绕脱贫工作，以体彩票公
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集中
彩票公益金在基础设施、环境改
善以及发展生产等方面做出很大
贡献。201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中有 12.98亿元用于基础设
施建设，让很多贫困村的村民走
上了水泥路。
除了支持贫困地区的基础设
施建设，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还在
改善住房环境方面出力。2016年，
井冈山市维修拆除危旧土坯房
6718栋，新建 1802栋；吉安县拆
除危旧土坯房 26552栋，改造
5737户，其中贫困户 1711户，拆
旧建新 3667户，维修加固 2070
户，确保了贫困群众住房安全。
其实，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为
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对扶贫事业的支持远不止以
上这些。数据显示，仅 2016年就
有 1.61亿元体育彩票公益金用于
发展生产，4035万元用于环境改
善、村级活动室、文化室和农业休
闲旅游配套等。
（包栩）

■今日赛事预告
荩NBA 西部决赛 2
火箭 - 勇士
09:00 CCTV-5
荩中甲
梅州客家 - 北京北控
19:30 BTV 体育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