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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4 月

16 日，美职篮（NBA）继续展开季

后赛的争夺。快船在最多落后 31分

的被动局面下完成“惊天”逆转，在

客场 135:131 惊险战胜卫冕冠军勇

士，将总比分扳成 1:1。

快船最多时落后了 31分，最终

完成逆转。替补出场的路易斯·威廉

姆斯拿下了 36分 11 次助攻， 哈雷

尔 25 分 10 个篮板， 贾迈克·格林

13 分。 首发的加里纳利 24 分 6 次

助攻， 沙梅特命中关键三分， 得了

12分。

勇士大将考辛斯打了 4分钟就

受伤离场。 库里得了 29 分 6 次助

攻， 杜兰特 21 分、5 个篮板和 5 次

助攻，汤普森 17分，德雷蒙德·格林

14 分 9 次助攻。 替补出场的科万·

卢尼 19分。

勇士排名西部第一，快船第八，

双方的实力差距肉眼可见。 从首战

的结果来看， 两队都还有需要提升

的地方。

勇士首战失误达到 21次，而且

杜兰特遭到驱逐。 不过他们的盖帽

达到 14个之多，弥补了失误过多的

缺点。

快船主帅里弗斯认为， 他们输

在上半场最后 3分 28秒，在这段时

间，他们注意力不够集中，被勇士打

出 16:5的高潮。

快船今天得到复仇的机会，他

们在场上不可谓不努力， 发挥得也

不错，不过由于实力天然的差距，他

们还是早早被拉开差距。

比赛开始不到 4分钟， 勇士就

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主力中锋考辛

斯在一次抢断中准备快攻， 但突然

摔倒，大腿拉伤，不得不提前离场。

首节还有 3 分 46 秒时， 贾迈

克·格林命中一记三分， 快船只以

21:24落后。不过卢尼空中接力扣篮

还以颜色，伊戈达拉命中三分，勇士

要出一波 9:2后，以 33:23 取得两位

数的优势。 快船在 3分多钟内未能

投篮命中，本节还有 5.3 秒时，才由

坦普尔命中一球，以 25:33落后。

汤普森在第二节也首度命中三

分， 骑士以一波 10:4 开始本节，以

43:29扩大优势。库里保持火热的手

感，本节最后 2 分 03 秒，他投中两

记三分球，一人得了 8分。本节还有

3.7秒时，他命中三分后，勇士以 73:

50领先。

上 半 场 勇 士 命 中 率 达 到

57.9%，三分球 15投 7中。库里三分

球 7 投 4 中，拿下了 22 分，汤普森

11分，卢尼 14分，杜兰特 8分。

快船命中率为 46.2%，三分球 17

投 6中。 贝弗利 10分，哈雷尔 8分。

汤普森连连命中， 第三节开始

后，勇士继续拉开差距。 本节还有 7

分 31 秒时，杜兰特连投带罚拿下 3

分，他们以 94:63 领先了 31 分。 不

过大比分领先的勇士有些放松，而

快船缷掉了包袱，反而越战越勇，开

始不断反扑。本节最后一攻，库里传

球失误，钱德勒命中压哨球，快船只

以 94:108落后。快船本节砍下了 44

分，本节后半段打出 31:14。

勇士提前打卡的希望破灭。 快

船保持第三节后半段极高的攻势，

不断缩小差距。 在比赛还有 5分 05

秒时，威廉姆斯抢下进攻篮板，补篮

得手，快船只以 119:121落后。

一度达到 31 分的优势缩水成

了 2分，勇士闻到危险的气息，伊戈

达拉两罚两中，格林暴扣得手，勇士

领先 6分。

快船的贾迈克·格林和贝弗利

相继 6犯出局，但他们攻势不减。杜

兰特在比赛还有 1 分 21 秒时也被

罚下，路威抓住机会，投篮命中，将

比分扳成 128:128。

但勇士还有库里， 他果断还以

颜色， 命中一记三分， 勇士重新领

先。路威马上还以一球，然后抢下篮

板， 沙梅特命中三分， 在比赛还有

15.9秒时，快船以 133:131反超。

勇士关键一投不中， 哈雷尔两

罚两中，为快船锁定胜局。

31分大逆转 快船爆冷灭勇士

将季后赛总比分扳成1:1，路威砍下36分11次助攻

据新华社电 2020 年东京奥运

会详细赛程 16日正式公布，首金将

在女子 10米气步枪项目中产生。

东京奥组委体育事务主管室

伏广治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东京奥

运会所有项目比赛时间和场馆已

全部确定。 除了开闭幕日两天项目

较少外，几乎每个比赛日都将决出

约 20 块金牌， 保证 “连日精彩纷

呈，热度全程不减” 。

开幕式定于 7月 24日举行。日

本实力突出的女子垒球项目将在

开幕式前两天 22日上午 9时开赛，

揭开东京奥运会战幕。 除女子垒球

外， 男足和女足也在开幕式前安排

了比赛日。

7月 25日将决出东京奥运首金。

室伏称，根据当天的赛事安排，“这块

金牌将肯定来自女子 10米气步枪项

目” 。

8 月 1 日和 2 日将迎来两个金

牌大日。 其中，1 日被东京奥组委

称为“超级星期六” ，将举行女子

橄榄球、网球女单、柔道混合团体

等 21 个项目的决赛。 2 日被称为

“黄金星期日” ， 将决出男子 100

米、女子马拉松、羽毛球女单等 26

个项目的金牌。

8 月 8 日将掀起第二个金牌高

潮。 当天被称为第二个“超级星球

六” ，将在男篮、男排等项目上决出

30块金牌。 这一天也将成为产生金

牌最多的比赛日。

据室伏介绍，东京奥运会的两

大关键词是“年轻化” 和“都市

化” ，因此在赛程设置中有意识地

对体现两大关键词的项目做了分

散安排，保证它们全程“不缺位” ，

在前半段， 安排了冲浪、3x3 篮球

和滑板街式赛， 在后半程安排了

BMX 小轮车、 竞技攀岩和滑板公

园赛。

东京奥运会的另一大特色是在

田径、游泳、柔道等项目上首次设置

了男女混合项目。室伏说，东京奥运

会将是历史上最体现男女平等理念

的赛事。

东京近年来夏季酷暑难耐。 为

保证运动员安全， 马拉松比赛被提

前至上午 6 时，50 公里竞走被提前

至上午 5时 30分。

东京奥运会将于 2020 年 7 月

24日至 8 月 9 日举行，42 个场馆分

布于东京及其周边各地，共设 33 个

大项，339 个小项，项目数创历届奥

运会之最。

首金将在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中产生

2020年东京奥运会详细赛程公布

■新闻速递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4 月

16日，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

普通过推特表示，他会向著名高尔夫

球手泰格·伍兹颁发总统自由勋章。

伍兹星期天在奥古斯塔赢得第

五个美国大师赛冠军， 克服了个人

和职业的困境，再一次披上绿茄克。

特朗普星期一发推特表示他已

经同伍兹聊过了，祝贺他取得“伟

大胜利” ，并“通知他因为在体育上

取得难以置信的成功和复兴， 更为

重要的是，生活中的复兴，我将向他

颁发总统自由勋章。 ”

特朗普没有说仪式什么时候举

行。总统自由勋章由美国总统颁发，

与国会金质奖章并列为美国最高的

平民荣誉。 受奖者不一定是美国公

民，通常是科学、文化、体育和社会

活动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平民。

勋章由杜鲁门于 1945 年创立，以表

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杰出贡献

的平民。 1963年肯尼迪重新恢复该

勋章，并扩充得奖对象，修改为和平

时期有杰出贡献的平民。 伍兹之前

已经有尼克劳斯、阿诺 -帕尔默、斯

福德等高尔夫球手获得这一奖项。

据新华社电 杭州 2022年亚运会、亚残会吉

祥物征集启动仪式 16日在杭州举行， 为期 3 个

月的吉祥物设计方案全球征集活动拉开序幕。

亚组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杭州市长徐立毅表

示，吉祥物征集应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的追求与中

国文化的价值观，体现杭州作为亚运会、亚残会

主办城市的历史人文和创新活力，契合“中国新

时代·杭州新亚运”定位。

同时，吉祥物应具备“梦想、创新、欢乐、坚

毅” 的内涵和精神，充分表达人们对亚运盛会的

热切期待，以及对构建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美好愿望，以其独具匠心的造型和积极向上的形

象，赢得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普遍认同和喜

爱。

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为本次活动

发来贺信，他表示，相信杭州通过汇集专业、智慧

与创新的设计，一定能向全世界呈现非同凡响的

吉祥物，也相信最终呈现的吉祥物能忠实反映杭

州亚运会的独特魅力，并受到全中国、全亚洲乃

至全球人民的喜爱。

据了解， 本次征集活动从 4月 16日启动，于

7月 15日截止，持续 3个月的时间。 所有对杭州

亚运会、 亚残会吉祥物设计感兴趣并符合征集文

件要求的应征人均可参加本次征集活动。 所有应

征人需同时提交杭州亚运会、 亚残会吉祥物设计

方案，每个设计图稿均应包括一个或一组吉祥物。

亚组委将对应征方案进行形式审核，并组织

评审委员会，经过专家评审、修改深化、社会评

议、图形查重和审批等程序，最终产生杭州亚运

会、亚残会吉祥物中选方案，计划于 2019 年底发

布。 最终的中选方案（包括杭州亚运会、亚残会

吉祥物）将获得 12万元奖金。

2022年杭州亚运会吉祥物征集启动

乃平民最高荣誉

据新华社电 CBA 半决赛 16

日继续进行， 新疆男篮的高压防守

成功封锁了对手的进攻火力， 辽宁

全场仅得 81 分，为本赛季新低。 内

线优势明显的新疆男篮 4 人得分上

双，在主场以 107:81 获胜，将大比

分改写为 3:1。

面对辽宁锋卫线， 新疆采取频

繁换防和紧逼持球人的策略， 辽宁

转移球受压迫，难以打出流畅配合。

首节结束，客队以 20:28落后。

次节，两队外援展开对攻。新疆

大外援斯托克斯不断冲击辽宁内

线，连得 11 分，新疆将分差扩大至

19 分。 陷入被动的辽宁展开反击，

在半场结束时将比分追至 37:50。

易边再战， 郭艾伦与阿不都沙

拉木正面交锋， 郭艾伦命中撤步远

投，阿不都沙拉木则低位背打得手。

凭借篮板球优势， 新疆在外援费尔

德的策动下连续反击， 将分差扩大

至 22 分。 辽宁暂停调整后，此前表

现 不 佳 的 外 援 巴 斯 强 突 打 成

“2+1” ，并命中远投，帮助客队缩小

了分差。但在防守端，客队依然难以

限制斯托克斯的内线进攻， 新疆以

77:59领先进入末节。

末节开始， 新疆打出一波 16:5

的攻击波， 将分差扩大至 29 分，彻

底浇灭辽宁反扑希望。 最终， 新疆

107:81 大胜对手， 拿到本轮系列赛

的赛点。

此役， 新疆外援斯托克斯砍下

全场最高的 31 分， 并抢得 12 个篮

板球； 阿不都沙拉木得到 24 分 11

个篮板； 费尔德和俞长栋各得 19

分。辽宁方面，老将哈德森得到全队

最高的 21 分， 大外援巴斯得到 18

分，受到“重点照顾” 的主将郭艾伦

得到 7分 7次助攻。

辽宁得分创新低

新疆大胜取赛点

CBA半决赛：

勇士队球员杜兰特（右）在比赛中带球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