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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湖人 114:110 森林狼

有“钱”好使 湖人赢球
钱德勒惊艳首秀 主场助胜森林狼
昨天，湖人在主场以 114 比 110 战胜森林狼，送给后者
四连败。新援钱德勒完成首秀，他替补出场 23 分钟，4 投 1 中
得到 2 分、9 个篮板，但在防守端立下大功，不但锁死唐斯，还
在生死时刻连抢前场篮板，成为湖人获胜功臣。

京彩聚焦

首秀强硬 赢得主帅信任

钱德勒以防守见长，他曾
在 2011/2012赛季当选最佳
防守球员，并三度入选 NBA
最佳防守阵容。他的到来，对湖
人孱弱内线的帮助立竿见影。
代表湖人效力的首场比
赛，钱德勒上半场仅出场 9分
钟，得到 2分、5个篮板，效率
不俗。下半场湖人加强防守，
第三节还剩 7分 25秒，钱德
勒换下詹姆斯，面对年轻的唐
斯，钱德勒选择强硬对抗。他
在场期间，唐斯 4次运动战出
手全部投丢，只有一次造犯规
得手。

北京体彩招募兼职

钱德勒的强硬表现赢得
了主帅沃顿的信任，最后 4
分钟这位“冠军中锋”再次被
换上场。当森林狼队的罗斯
和巴特勒掩护换位时，钱德
勒的横向覆盖面积甚至能影
响到这两人的空间。终场前
46秒，詹姆斯三分不中，钱德
勒摘下前场篮板。随后库兹
马三分不进，又是钱德勒为
湖人抢下前场篮板。最后 15
秒，詹姆斯三分又不进，还是
钱德勒拿下前场篮板。森林
狼只能犯规，最终湖人惊险
保住主场。

詹皇点赞 没他主场难保

洛杉矶出生的钱德勒，此
前对于加盟湖人曾持保留态
度，“在洛杉矶打球的话，我可
能会被分散注意力，（因为）我
的家人和朋友都在那里，我在
那里出生并成长。”那么，什么
原因促使他改变看法，从四五
支目标球队中选择了湖人呢？
最大原因恐怕是詹姆斯了，
“有
机会与勒布朗一起打球让我很
开心。当然，还有‘魔术师’和佩
林卡。我喜欢这里的年轻球员
以及球队围绕年轻球员展开的
动作，他们不仅要尝试赢得当
下，还要努力为未来奋斗，我喜
欢这里的球风。”
其实七年前，钱德勒与詹
姆斯曾是争得“你死我活”的
对手。2011年总决赛，钱德勒
帮助小牛队（现独行侠队）击
败了詹姆斯率领的热火队而
夺冠。谈到七年间詹姆斯的
变化，钱德勒感叹道：“ 他成

长了很多，自从那届总决赛
后，他真的进化了。之后我和
他在国家队一起征战伦敦奥
运会，我不敢相信他在那么短
时间内变强了这么多，他能从
1号位打到 5号位，也能从 1
号位防到 5号位。他在夺得
个人首冠仅仅数周之后就投
入到奥运会备战中，我难以相
信他能保持最高级别的竞技
状态如此之久。”
而钱德勒的湖人首秀，同
样让詹姆斯感到惊讶，“他在最
后几个回合的表现都很关键，
如果没有他，我们很可能赢不
下比赛。很高兴我们能够签下
这样的老将，他有着丰富的比
赛经验，他能在挡拆中完成快
速换防，争抢到前场篮板，为我
们创造出额外的投篮机会。他
在比赛中不断地和年轻球员沟
通交流，告诉他们无论如何都
要坚持战斗。”

■体坛速递

法网精英赛再挥拍
北京晨报讯 （记者 葛晓

日前，法网中国精英系列赛
2018/2019赛季第二站在上海
崇明岛竖新镇前卫红土网球中
心圆满结束。四组选手在历时
两天的赛程里发挥出较高水
平，为本赛季的赛事增添了许
多精彩看点。
上海站赛事组别同样分为
U10男子组、U10女子组、U14
男子组和 U14女子组。最终，
四个组别分别产生了冠军、亚
军、季军各一名。U10男子组
冠军由江苏的胡佳获得，女子
倩）

组由上海的张晨茗获得；U14
男子组的冠、亚、季军分别由来
自日本的菊池航太郎、来自韩
国的 LimJunsung以及来自
中国香港的程明灿获得；而
U14女子组则是来自常州的
沈悠然夺冠。四个组别的冠军
选手都将获得中国精英系列赛
年终总决赛的参赛资格及往返
机票。而在年终总决赛获胜的
选手还将受邀前往法国巴黎，
亲临 2019年法网正赛现场，
近距离感受国际顶级赛事的精
彩。

体育营销探讨趋势

加盟湖人 改善内线防守

钱德勒身高 2.16米，于
2001年选秀大会首轮第 2顺
位被选中而进入联盟。职业生
涯至今，钱德勒已在联盟打拼
了 18个赛季，先后为芝加哥
公牛、新奥尔良黄蜂（现鹈鹕）、
夏洛特山猫（现黄蜂）、达拉斯
小牛（现独行侠）、纽约尼克斯
以及菲尼克斯太阳等多支球队
效力，场均贡献 8.6分、9.3个
篮板、1.2次盖帽。过去 13个
赛季，钱德勒赛季场均投篮命
中率都在 55%以上。
虽然已经 36岁，但钱德
勒的到来仍让湖人尝到了
“物美价廉”的甜头。数据统
计显示，本赛季湖人在内线
一共使用了 6人，除麦基、威
廉姆斯和祖巴茨外，比斯利
有 76%的时间出现在中锋位
置上，詹姆斯也有 22%的时
间打中锋，再加上库兹马也

钱德勒湖人首秀打出自己的价值。

偶尔顶到五号位。钱德勒的
到来，能改善湖人禁区和中
路防守空虚的弱环，让麦基
获得喘息之机，并解放詹姆
斯和库兹马等人，让他们出
现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此外，钱德勒出色的篮板
能力还能帮助湖人缓解篮板疲
软的问题。本赛季，湖人在篮板
保护上陷入困境，他们的防守
篮板率为 70.3%，仅排联盟第
23位。而钱德勒职业生涯中，
有五个赛季场均篮板数突破
10个，职业生涯场均能抢 9.3
个篮板。本赛季，效力太阳期
间，即使他上场时间急速下滑
至 12.7分钟，他仍能贡献 5.6
个篮板和 1个进攻篮板，篮板
效率极高。昨天的湖人首秀，钱
德勒已用关键时刻的三个篮
板，证明了自身价值。
北京晨报记者 亢雪松

北京晨报讯 （记者 葛晓

日前，以“营销永动 Social
First ”为主题的 2018微博影
响力营销峰会在北京中国大饭
店隆重召开。
新浪网高级副总裁、新浪
体育总经理魏江雷发表了题为
《体育赛事价值论》的主题演
讲，从新浪体育一系列自主 IP
品牌赛事的运营经验入手，深
度剖析体育产业市场化的成功
要素与商业价值考量，并指出
体育营销未来三大趋势：线上
倩）

线下 O2O全覆盖、品效合一
和原生内容多次传播，同时呼
吁更多年轻人参与到体育运动
中来，践行“健康中国”国家战
略。随后，微博热点及体育高级
运营总监张■带来了《“体育 +
社交”营销引擎》的主题分享，
目标直指当下营销过程中版权
方、赛事方、运动方以及赞助商
的不同角色定位，微博体育也
将以此为基础协调各方资源进
行联动，通过相互作用形成合
力，推动赛事内容快速发酵。

■今日赛事预告
NBA 常规赛
雄鹿 - 勇士
11:30 CCTV-5
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
14:30 CCTV-5

CBA 常规赛
广厦 - 北京
19:35 CCTV-5
举重世锦赛
22:15 CCTV-5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北 京 单 场 游 戏 自 2005
年上市以来，凭借其丰富的
玩法类型和极高的趣味性娱
乐性在专业体育爱好者和业
余足球彩民之间备受青睐。
正值北京单场游戏日益流行
并且起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
作用时期，为进一步提高北
京一线销售人员的业务水
平、销售技巧、服务意识，因
此北京体彩中心在 2019年
公开招募 50名兼职北京单
场培训师活动。
本次兼职北单培训师面
向社会公开招募，要求接触北
京单场彩票两年以上并且有
独到的北京单场彩票分析方
法和投注技巧、同时具备一定
的文字功底和语言表达能力、
保证每周有一定的空暇时间。
如果符合以上条件即可参与
报名。经过培训、考核及数轮
比拼筛选，北京体彩中心最终
选拔 50名“高手”，并且向这
50名“高手”授予北京单场培
训师资质证明，同时提供与其
他足彩大腕面对面深入交流
的机会。
成为兼职北单培训师后，
会参与到北京市网点销售员
培训活动，向一线销售员传
授北京单场营销技巧，另外
协助网点针对重点赛事开展
营销宣传。在今后举办的北
单网点擂台赛中，各位培训
师还将携手网点销售员齐心
协力，打拼擂台一展身手。此
外，在愉快的工作之余还能
获得丰厚报酬。
培训师招募工作自即日起
开始报名，通过扫描下方二维
码关注订阅号“北京体彩中
心”，进入报名页面。如有疑问
可 拨 打 电 话 4006805658咨
询。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8年
12月 30日。
如果您有志成为北京体
彩培训师队伍的一员，致力为
国家公益彩票这一项充满阳
光和具有长期发展希望的工
作做出更多的奉献，就快来报
名参加吧！北京体彩中心会为
您提供更大舞台，在与众多精
英同台 PK的过程中，赢取更
多鲜花与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