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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中国球员周琦第

一次在夏季联赛亮相，表现不俗，火

箭旗开得胜， 以 102- 99 击败了掘

金。

周琦首发出场， 打了 23 分钟，

全场 13 投 7 中， 三分球 6 投 2 中，

拿下了 17分 6个篮板。

特洛伊·威廉姆斯为火箭拿下

了 29 分，克里斯·约翰逊 12 分 8 个

篮板。

掘金后卫马里克·比斯利拿下

了 29分， 胡安·赫南戈麦斯 21分 8

个篮板，罗伯特·卡特 17分。

周琦早早到了美国参加训练，

夏季联赛还没开打， 他就已与火箭

签约，可见火箭对他非常看好。

自易建联 2012 年从小牛返回

C BA 后，N BA 时隔五年再度拥有中

国球员的身影， 周琦也成为了继王

治郅、巴特尔、姚明、易建联、孙悦之

后第六位登陆 N BA 的中国球员。

周琦声称要追随姚明的脚步，

今天是他迈出的第一步。 首发的周

琦在跳球中为火箭取得了球权，约

翰逊上篮得手，火箭先声夺人。

首节打了近 4 分钟后， 周琦先

是在防守时成功干扰了对手， 然后

下快攻，在篮下强打，造成犯规，两

罚一中， 拿下个人 N BA 的第一分，

火箭以 15- 5扩大优势。首节他只有

这一次机会，火箭以 26- 17领先。

第二节周琦渐入佳境。 本节还

有 8 分 15 秒时， 周琦在篮下接队

友传球，轻松扣篮得手，这是他首

次运动战得分。 他在本节有两次扣

篮， 逐渐找到了感觉， 上半场有 7

分进账，火箭以 52- 42 取得了两位

数的优势。

周琦越战越勇。 第三节还有 9

分钟时，他突破上篮不中，但随即抢

下进攻篮板， 跃起之后轻松上篮得

分，火箭以 54- 49稳住阵脚。

第三节还有 3 分 54 秒时，周琦

在外线出手，命中三分。此后的一次

进攻，他刻意拉到三分线外，但这次

未能命中。 前三节周琦已经有 14分

进账，火箭以 77- 71领先。

第四节打了近一半时， 周琦再

度外线命中， 火箭以 88- 82保持优

势。

掘金不断反击， 一度将差距到

缩小到 3分。 比赛还有 1分钟时，威

廉姆斯扣篮得手。 随后掘金又将差

距缩小到 3分， 在火箭发球后又抢

断成功。掘金三分不中，周琦飞身抢

到篮板，在身体飞出界外时，他聪明

地将球打到对方球员身上， 为火箭

取得球权。

这个篮板至关重要， 不过隆恩

两罚不中，掘金仍有扳平的机会。

火箭成功防守。 终场前 8.3秒，

威廉姆斯两罚一中，火箭锁定胜局。

周琦NBA首秀闪光 拿下17分

火箭“破”掘金，夏季联赛“开门红”

本报北京电 昨日， 曼联通过

官方网站宣布， 和埃弗顿就 24 岁

的比利时前锋卢卡库的转会达成

一致， 根据媒体报道， 这是一份

7500万英镑加 1500 万英镑浮动的

巨额转会费报价。

上赛季英超联赛中，卢卡库为

埃弗顿打进 25 球，获得英超银靴。

在赛季结束后，卢卡库就拒绝了埃

弗顿的续约合同，离队已经成为定

局。 之前报道，切尔西在卢卡库争

夺战中一度处于领先，但最近两天

风云突变，曼联抢先就卢卡库转会

和埃弗顿达成了一致，成为了最后

的赢家， 不仅让进攻线得到提升，

还让切尔西的计划遭遇不小的打

击。 就在今天凌晨，BBC 还曝出切

尔西已经匹配了 7500 英镑转会费

的报价，但曼联的优势在于他们可

以给卢卡库经纪人拉伊奥拉 1000

万英镑左右的佣金，但如果切尔西

签下卢卡库，拉伊奥拉不会得到那

么多收入。 最终切尔西迟来的匹配

也没有什么效果。

2013- 2014赛季， 卢卡库被切

尔西租借到埃弗顿效力， 单赛季打

进 16球， 随后在 2014年夏天被埃

弗顿用 2800万英镑从切尔西买断。

过去三个赛季， 他在埃弗顿每个赛

季都打入了 20+ 进球，是英超目前

状态最出色的前锋之一。上赛季，他

不仅获得了埃弗顿年度最佳球员，

还入选了 PFA 英超最佳阵容。

本报讯 昨日上午，“华美年

轻化马拉松·贵马直通车 10K 赛”

正式开跑， 作为 2017 贵阳国际马

拉松赛前赛， 本次比赛项目分为

10K 赛和 5K 赛， 约有 500 多名选

手欢聚观山湖公园，一起共享奔跑

的快乐。

本次赛事由贵阳市田径协会、

贵阳华美整形美容医院、贵阳市体

育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主办，贵州永

动力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以“贵阳更年轻” 为倡导理念，旨

在让全民健康运动，让城市生活更

美好。

经过角逐，最终管油胜、杨华凯

和朱家利获得男子组前三名， 获得

女子组前三名的选手分别是董甜、

陈滢和罗旭。他们获得现金大奖、亚

瑟士专业运动装备以及贵马直通名

额。此外，每一名完赛的选手均获得

了完赛奖牌。 经过此次贵马直通车

10K 赛的体验， 广大跑友更期待随

之而来的 7 月 15 日的贵阳国际马

拉松赛。

（本报记者 刘传海）

本报讯 7 月 8 日，贵阳市第八

届旅发大会之 “清镇·广大杯” 首

届体育文化交流会，在清镇广大上

城贵阳体育文化公园精彩上演，为

市民朋友奉上了一场精彩的武术

盛宴。

黑虎拳、黑虎棍、盘龙刀、八卦

掌、太极拳、太极剑、春秋大刀、健身

气功……此次交流会设拳术、器械、

对练、集体项目等武术展演，来自省

内知名武术场馆、武术队、太极拳晨

练队、 武术集训队等多个团队的

“武林高手” ， 纷纷亮出自己的绝

活，以武会友。

广场上，自由搏击赛甚是热闹，

四组选手登台献艺， 令台下武术爱

好者和市民朋友看得过瘾， 掌声不

断。

据了解， 清镇市近年来先后荣

获“太极拳推广突出贡献奖” 、“全

国武术六进试点市” 、“中国武术段

位制考试点”等荣誉称号。 目前，全

市各类武术馆 （校）、 辅导站点达

200 余个， 每天坚持习武健身的市

民达 8万余人。

另外，活动当天，主办方还邀请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王忠弟举办画

展， 近百幅反映贵州自然风光的油

画，让广大市民饱了眼福。

（胡太勇 杨洪金 本报记者 张鹏）

曼联官宣

将签卢卡库

总价高达 9000 万英镑

卢卡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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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文化交流会

清镇上演

“武林风”

选手撞线一刻

周琦在比赛中

本报讯 昨日，2017 中超进入

到第 16轮的比赛，贵州恒丰智诚做

客沈阳，对阵辽宁沈阳开心队。恒丰

智诚凭借“大腿外援” 耶拉维奇自

造自罚的点球，1 比 0 小胜对手，在

近 5轮不胜之后，获得宝贵的 3分。

恒丰智诚在由中甲升入中超

的第一个对手便是辽宁队，当时中

超处子秀的贵州恒丰智诚多少有

点愣头青的感觉，赛场上即没有足

够的掌控能力，在比赛中对方换人

名额用完，守门员被罚下，球员客

串守门员的情况下，出现了怕输但

又想赢的心理状态，“大腿球员”

耶拉维奇甚至连单刀都打飞了，最

终两队在首回合各自凭借一粒点

球收获平局。

半程比赛之后，两队再次相遇，

不过这次贵州恒丰智诚经过半个赛

季的磨练，再加上中途换帅，不仅在

战术、控球和打法上都变得成熟，球

员们在心理上也更加自信。

从曼萨诺的排兵布阵来看，麦

克格文重新回到首发名单， 法图斯

因为受伤， 由新加盟的球员杜威顶

替出场，常飞亚和王帆在两个边路，

切里和耶拉维奇则在中路。 从近 4

轮比赛看，恒丰智诚已经 4轮不胜，

虽然曼萨诺执教后球队的改变很

大，但在近几轮的比赛中，往往出现

后 15分钟丢球的情况。而辽宁队状

态也不好，近 4轮的比赛 4连败，并

且在上一场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中

8比 1不敌对手。

本场比赛， 贵州恒丰智诚上半

场踢得十分不错， 就像曼萨诺在赛

前说的一样， 要在比赛中掌握场上

的节奏， 果然好的开端就会有好的

收获。第 18分钟，又是“大腿球员”

耶拉维奇， 他似乎复刻了第一场比

赛的桥段， 突入禁区在对方的防守

下倒地， 随后， 他亲自操刀点球命

中，帮助球队获得领先。

比赛第 20分钟，对方球员詹姆

斯在与贵州球员蒋亮争抢中受伤，

随后詹姆斯倒地不起， 救护车直接

开进场地将詹姆斯送入医院。 据记

者赛后了解， 詹姆斯目前正在医院

进行检查，不过伤情还不太明了。

比赛进入到第 65 分钟的比赛

后， 恒丰智诚的球员们明显都出现

了跑不动的现象，第 71分钟老将杜

威还出现了抽筋的情况。 体能的下

降也让球队的中场一度出现无组织

的情况，基本是球踢到哪算哪，球员

的体力可以说是球队的一个 “硬

伤” 。 好在对方球员状态也不是太

好， 并且也没有太多的绝对有利机

会。 最终，恒丰智诚凭借一粒点球，

为下半赛季的比赛开了一个好头。

（本报记者 陈华文）

恒丰智诚客场全取三分

耶拉维奇造点球，并自己发进，成获胜最大功臣

近 5轮的不胜，在客场取得了重要的 3 分，这让主帅曼萨诺对球员们的拼搏精神十分欣赏。 他表示，下半

程联赛一开始就有一个好的开局，球队会尽力实现保级的目标。

“赢了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尤其是最后阶段球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三分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 曼

萨诺说，今天的三分不仅十分重要，也让球队远离降级区，这是好事，因为下一场对国安的比赛也十分艰难。

本报记者 陈华文

赛后采访

曼萨诺：一个好开局 尽力实现保级

耶拉维奇进球后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