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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前赛 有必要这么狠吗？
周琦膝盖受伤离场

冲突驱逐故事不断

都说 NBA 季前赛是 球
队练兵、 磨合阵容的舞台，球
场上大多点到为止。但今年季
前赛揭幕以来，却接连爆出球
员冲突、球员受伤离场、主教
练被驱逐出场的消息……

京彩聚焦

擒足彩 各有招

误伤
周琦坐轮椅离场

昨天，火箭队主场战胜上
海队的季前赛中，周琦在一次
倒地拼抢篮板时被上海队斯科
拉压到膝盖，随后坐轮椅离场。
昨天比赛，周琦在首节近
半时替补登场，完成新赛季首
秀。但在一次争抢篮板时，他被
斯科拉“误伤”，后者压倒周琦，
导致周琦左腿蜷曲，膝关节受
伤离场。离场之前，周琦为火箭
队贡献 2个篮板和 1次封盖。
不过，火箭队主教练德安东尼
认为，周琦此次受伤没有大碍，
“我觉得他只是扭伤，他会接受
核磁共振检查，我希望结果也
是一样，目前来看只是扭伤。”

火箭队助教也持相似观
点，
“周琦的伤没有预想中那么
严重，队医初步判断是内侧副
韧带扭伤，可能会有一定程度
的撕裂，他会没事的。具体伤势
还要等核磁共振的结果，目前
没法确诊，现在队医们在给他
做治疗，早的话今晚（美国当地
时间）就会去做核磁共振。”

撕裂 穆雷或赛季报销

有两场要打，为了慎重起见，
卡佩拉的季前赛提前结束。好
在，戈登脚踝则无大碍。
相比之下，马刺队当家控卫
穆雷就没这么好运，他在迎战火
箭时的一次反击上篮中扭伤膝
盖，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他
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暂时没有
公布手术时间以及伤停周期，马
刺队主帅波波维奇已经做好了
穆雷新赛季报销的准备。马刺近
日连续折损年轻球员，此前朗
尼·沃克遭遇右膝半月板撕裂，
预计将缺席 6到 8周时间。

这已是火箭队连续第二场
有球员在比赛中受伤，上一场
他们客场险胜马刺队的季前赛
中，连伤两员大将，先是卡佩拉
右手受伤，之后球队三分王戈
登又扭伤脚踝。
火箭客场挑战马刺的比
赛中，卡佩拉和戈登先后受
伤，就让火箭球迷揪心了一
把。据悉，卡佩拉右手戳伤，X
光显示并没有结构性损伤。但
据火箭随队记者费根报道，当
时卡佩拉的手一度不能弯曲。
这种伤病需要静养，季前赛还

约架 斯玛特 JR 没打爽

塔图姆合力拦住了斯玛特，这
才没让冲突升级。裁判给了双
方各一个技术犯规，并将斯玛
特驱逐出场。斯玛特离场时，JR
还做出“拜拜”的动作羞辱对手。
赛后，斯玛特“约架”JR：“我做
了我必须做的事情，无论面临
什么后果，让它来吧。我们场下
见！”JR则回应道：
“斯玛特想要
在这种局面下表现出强硬，然
而他的假摔在全联盟很有名，
你不可能假摔那么多次还要表
现得很强硬。大街上见。”

季前赛来真的，有的球员
是拼到受伤，有的球员则是拼
到被罚。在凯尔特人对阵骑士
的季前赛中，斯玛特和 JR
·史
密斯发生冲突，斯玛特被联盟
罚款 2.5万美元，JR被罚款
1.5万美元。
比赛中，贝恩斯在篮下争
抢位置时夹着 JR
·史密斯的胳
膊用力甩出，这个动作让 JR暴
怒，他推搡了贝恩斯，随后斯玛
特从背后“偷袭”推了 JR，双方
情绪都很激动，好在罗齐尔和
被逐 科尔也放飞自我

如果说球员们在季前赛中
动粗是情绪失控，那么主教练在
季前赛中被驱逐则属于放飞自我
了。勇士日前主场输给太阳，冠军
教练史蒂夫·科尔因擅自冲进场
内质疑裁判，被直接驱逐出场。
虽然只是一场季前赛，但
场上气氛却不轻松——
—第三节
刚开始，库里就被吹了一次进
攻犯规，在向裁判抱怨后，他吃
到技术犯规。令人惊讶的是，勇
士队主教练科尔竟比库里还激
动，他直接冲入场内质疑裁判，

结果被驱逐出场。科尔在离场
时笑着挥手告别，还说道：“正
好，我也不想待这儿了”。赛后
谈到这个小插曲，库里表示，
“我很喜欢这个，很喜欢，提前
找到这股火儿不是什么坏事，
要看我们能否将这股气儿维持
整个赛季。”至于主教练为自己
出头而被驱逐出场一事，“ 萌
神”笑称，
“遇到这种情况，无论
是季前赛还是常规赛或者季后
赛，他都会做出这样的反应。”
北京晨报记者 亢雪松

周琦受伤后被轮椅推下场。
■体坛速递

娃娃足球工程启动
神，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宣传推
北京晨报讯（记者 宋翃）
由中国足球协会主办的“娃娃 广（3至 6岁）娃娃足球活动，
足球工程暨娃娃足球宣传月 以达到从源头扩大青少年足
启动仪式”日前在人民网一号 球人口的目的。足协还制定了
《全国娃娃足球工程实施方案
演播厅隆重举行。
本次活动秉承“足球从娃 （2018-2020年）》，该方案以
娃抓起”方针，构建“五系一 幼儿园为载体，以 3年为周
体、两心一赛”青少年足球发 期，每年作为目标的一个节
展新模式，以弘扬健康足球文 点，预计到 2020年在全国范
化为主旨，深化贯彻落实《中 围内开办幼儿足球特色项目
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精 幼儿园达 1万所。

中美论道职业体育
大于“输赢”。达拉斯独行侠俱
北京晨报讯（记者 刘晨）
由首钢体育和北京体育大学 乐部总经理尼尔森也提出：
共同举办的“中美职业体育国 “姚明搭起了中美篮球之间的
际市场对话”日前在北京体育 桥梁，篮球需要这样的桥梁，
棒球、冰球同样需要这样的桥
大学国家训练基地举行。
中国职业体育尚处于起 梁，职业体育是文化交流最好
步阶段，美国则拥有成熟的职 的桥梁。”
这次对话也成为首钢体
业体育市场。北京首钢男篮上
月前往达拉斯与独行侠进行 育承办全球体育峰会的预演，
了一场季前赛，感受了真正的 秉承“让北京成为最好的体育
NBA规格的篮球文化。首钢 城”的理念，首钢体育希望引
体育 CEO秦晓雯表示，职业 入更多国外体育市场高端经
体育所承载的社会责任远远 验和资源。
■今日赛事预告
荩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11:00 CCTV5+
荩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
13:00 CCTV5+
荩ATP1000 男子网球大师赛
14:30 CCTV5+

荩世界女排锦标赛复赛
中国 - 俄罗斯
18:20 CCTV-5
荩欧洲国家联赛 A 级 C 组
波兰 - 葡萄牙
12 日 02:45 CCTV-5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9月份，四地百万大奖得主现
身领奖，大奖均出自传统足彩 14
场胜负游戏，有在网点业主的组织
下团队作战中出，有好友联手购买
中出，还有彩友单打独斗斩获。
在传统足彩 14场第 18111
期开奖中，湖北的一位帅哥与十多
位彩友凭借一张 2304元的复式
票，拿下1注500万元一等奖及 11
注二等奖，合计收获奖金592万元。
据了解，这位帅哥是武汉 01229体
彩网点的业主曾志超，参与投注者
均为网点彩友。“这次能中得大奖，
集合了大家的智慧，是共同努力的
结果。”9月底，在传统足彩14场第
18123期开奖中，以浙江宁波彩友
李先生为代表的8位好友，凭借一
张 2304元的复式票，拿下 1注
348万元一等奖及若干注二等奖。
“虽然分到每个人的奖金没那么可
观，但也是不小一笔钱。”
9月初，江苏苏州昆山小哥小
赵在传统足彩第 18114期中擒获
108万元大奖。“以前中过几万、十
几万，就是没中过百万。”在体彩兑
奖大厅，小赵说。在传统足彩14场
第18114期开奖中，山西彩友李先
生凭借一张 256元复式票，拿下 1
注94万元一等奖及7注二等奖，合
计收获奖金 105万元。据了解，李
先生平时热衷投注足彩，身边也有
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这次中得百
万元大奖是团队共同研究的成果。
排列 5 中百万

在 9月 8日开奖的体彩排列
5第 18244期开奖中，浙江宁波一
对姐妹花斩获 110万，山东青岛一
名中年男子擒得 100万元。前不
久，两地中奖彩友分别现身领奖。
在体彩排列 5第 18244期开
奖中，黄女士和洪女士联手以 1张
5注号码的单式票和 5张单注号
码的 2倍倍投票，共计 11倍投注，
合计拿下 110万元大奖。据了解，
黄女士和洪女士都是家住网点附
近的彩友，当天两人相约来到网
点，随机打了一张 10元单式票。出
票后，两人觉得第 2注号码比较顺
眼，又一起追投了 10倍。“没想过
会中这么大的奖，今天来领奖才感
觉是真实的。”直到领完奖，黄女士
还有些没回过神来。
9月 8日，在体彩排列 5第
18244期开奖中，山东青岛一名中
年男子凭借一张 10倍投、20元投
入的单式倍投票，拿下 10注一等
奖，合计收获奖金100万元。“最近
几天感觉来了，我每天都买，这一期
本来想投 20倍，没有零钱了，就买
了 10倍，中了！”他说起自己的中
奖经历，略有些遗憾。“排列 5倍投
也能中千万，一点不夸张。”他说，他
从几年前开始研究排列 5，一直采
用倍投的方法，号码是凭感觉来
选。对于奖金的使用，他说：
“这两年
生意不好做，这笔钱我想先存起来，
等过一阵子再找点项目做。”
（陈敏 /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