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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2017~2018 赛
季美职篮（NBA）昨日开启季后
赛大幕，卫冕冠军金州勇士在
季后赛首战中以 113∶92轻取
老牌劲旅圣安东尼奥马刺，新
奥尔良鹈鹕97∶95险胜波特兰
开拓者。

西部第二勇士与西部第七
马刺的比赛成为本赛季季后赛
的揭幕战，两队本场均有一名
大将缺席，库里与伦纳德各自
作壁上观。不过，勇士阵容明
显更为深厚。

本场“佛祖”汤普森手感火
热，13投 11中 27分入账，杜兰
特 24分 8个篮板 7次助攻，格
林12分11助攻8篮板贡献“准
三双”。盖伊15分马刺全队最
高，阿尔德里奇仅有14分。

排名西部第六的鹈鹕掀翻
排名第三的开拓者，这也是当
日唯一一场“以下克上”的比
赛。半场过后鹈鹕就已经建立
9分的领先优势，三节过后更
是扩大至两位数，但末节开拓
者如梦初醒一波7∶2的攻击波

直接打停鹈鹕，暂停后麦克勒
姆连续命中 3分，将分差缩小
到 1分，但鹈鹕队霍勒迪接连
贡献关键防守帮助球队 97∶95
客场带走胜利。

浓眉哥戴维斯本场砍下
35分 14个篮板 4次封盖，霍勒
迪 21分 7个篮板 2次封盖，开
拓者利拉德 18分 7助攻 7篮
板，麦克勒姆 19分，开拓者全
队17次助攻，与鹈鹕队隆多个
人助攻数持平。

东部第一多伦多猛龙坐镇
主场迎战第八名华盛顿奇才，后
者一度打出“黑八”水准，在比赛
大多数时间场面占优，但猛龙抓
住奇才后劲不足的缺点末节一
波8∶0以114∶106结束比赛。

猛龙本场 6人得分上双，
获胜功臣伊巴卡 23分 12个篮
板，奇才队 5人得分上双稍稍
逊色，沃尔 23分 15次助攻，莫
里斯22分11个篮板。

东部第三费城 76人当日
主场 130∶103扑灭排名第六的
迈阿密热火。

本报讯 首届“中国足球
发展基金会杯”中国城市少儿
足球联赛郑州赛区的比赛，上
周六上午在中原区大学科技
园足球场拉开序幕，来自全市
的 70支队伍的近千名运动员
将参加角逐。

首届城市少儿联赛设置
了男子U8、U9、U10、U11、U12
和女子U11、U12共 7个组别，
比赛分为预赛和总决赛两个
阶段，预赛阶段采取双循环赛
制，在北京、昆明、武汉、广州、
郑州等 10个足球重点城市举
行，预赛阶段产生的各个赛区

的优秀队伍最后将通过赛会
制决出最终的冠军。

郑州赛区的比赛由郑州
市足协承办、河南信大足球俱
乐部有限公司协办，共吸引了
郑州市的 70支少儿足球队参
赛，也是对我市少儿足球的一
次检阅。郑州赛区的比赛从今
天开始，在每个周末进行，将持
续到5月中旬结束。在排定最
终的名次之后，郑州市足协也
将根据预赛中各支队伍的表
现，遴选出优秀球员组成各组
别的最佳阵容，代表郑州参加
最后的总决赛。记者 郭韬略

本报讯 由河南足球功勋
教练王随生发起的公益足球项
目“山娃足球”，自2015年底启
动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
所山村小学，在为成千上万的
“山娃”带去足球的乐趣的同时，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誉和越
来越多的爱心人士的加入。

昨天，山娃足球团队再获
“强援”：安踏芃茵足球和76人

老烩面正式成为山娃足球的战
略合作伙伴，并在秀台足球俱
乐部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随
着合作的达成，今后更多的山
村小学和山区孩子将得到更
多、更好的足球装备以及富有
特色的美味食品，山娃足球也
将由此走得更远、更深。

“没想到从一开始的自发
行为，引起了这么多的关注，爱
心企业的加入为我们的活动提
供了更好的条件，这让我和我
的团队非常欣慰。目前，我们
已经走过 100多所山村小学，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前行，计
划走访 200所山村学校，播撒
更多足球的种子，将快乐足球
带给更多的山村孩子。”王随生
表示。记者 郭韬略 文/图

本报讯 于 4月 14日揭幕的
2018“碧源杯”郑州女子网球公开
赛，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资格赛
昨天下午结束。随着4个晋级名
额的产生，32个正赛签位全部落
定。正赛将于今天正式开打，众
多明星球员也将登场亮相。

郑州女子网球公开赛是经
WTA授权的125K(总奖金12.5万
美元)级别的职业赛，是中原地区
水平最高的国际网球赛事，同时
也是今年WTA125K系列赛的首
站，比赛将于 4月 22日产生冠
军。本次比赛共有来自中国、美
国、俄罗斯、日本、塞尔维亚等 24
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职业选
手报名参赛，比赛共设置单打和
双打两个项目，其中单打冠军奖
金为2万美元。

郑州站的单打比赛正赛共
设 32个签位，其中包括了 22名
正赛选手和 6名外卡选手，剩余
的 4个正赛名额，则从 16名参加
资格赛的选手中产生，经过连续
两天的激烈争夺，最终中国球员
荀芳颖、印度选手蕾娜和两位日

本选手清水绫乃、美浓越舞脱颖
而出，拿到正赛席位。

资格赛结束之后，随即举行
了抽签仪式，在所有参赛选手
中，排名最高的是两位中国人气
选手张帅（第31位）和彭帅（第37
位），分别成为 1、2号种子，两人
分别坐镇上、下半区，能否各自
顺利突围，在决赛中聚首，是一大
看点。而在首轮两人就将遇到强
有力的挑战，张帅面对的是国家
队新秀袁悦，而彭帅则将对阵在
天津队的队友——名将郑赛赛，

虽然对手与自己的排名相去甚
远，但实力不可小觑；其他选手
中，3号种子泰国猛女库姆淳将与
丹尼尔·劳交锋、中国选手韩馨蕴
遭遇7号种子日比野菜绪、杨钊煊
则将对战自己的双打搭档穗积绘
莉。而两位名气最大的外籍球
员：曾经世界排名曾高居第二的
俄罗斯红粉兹沃娜列娃和曾经
打入美网单打四强的比利时选
手维克梅耶尔，首轮就狭路相
逢，两人的交锋也成为本轮最大
看点。记者 郭韬略 文/图

NBA季后赛开打

勇士轻取马刺 鹈鹕险胜开拓者

公益足球被点赞
“山娃足球”获强援

千名儿童 竞逐绿茵
城市少儿足球联赛郑州赛区揭幕

WTA郑州站资格赛结束

正赛今日开打 众星登场亮相

于建业队而言，本轮的形势
原本还算不错，贵州恒丰和大连
一方两支排名垫底的队伍均高失
利，亚泰的排名原本也在建业之
后，即便是不赢球，哪怕是一场平
局，也有助于建业扩大对保级对手
的优势。但一场完败，不仅目送着
亚泰抢到自己身前，对身后两支球
队的那点儿优势也岌岌可危。

塔拉吉奇用“羞愧难当”来
形容自己的心情，确实，不仅结
果让人失望，整场比赛建业队从
技战术发挥到气势，全面落于下
风，丝毫看不到取胜甚至是进球
的希望。前两场比赛刚刚有了
起色，就又迅速被打回原形。

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建业队

6场比赛中总共打进 3球，却丢
了 11个球，攻击力薄弱且不论，
纸糊一般的防守令人汗颜。更
让人难以将接受的是，同样的位
置、同样的情况下，竟然连续发生
多次低级失误导致失球，如此顽
疾不改，前途只能是一片灰暗。

稍稍让人欣慰的是，拜两个
保级对手所赐，现在建业队还没
有降到垫底的位置，但如果照此
情况发展下去，谁都知道后果会
是什么样。本周，建业队将回到
主场迎战近来势头不错的重庆
斯威，这对于塔拉吉奇来讲，将
会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考验”，一
旦再重复失败，当真是“什么都
可能发生”。

0∶3，完败“克星”长春亚泰

建业深陷危机

印度选手蕾娜

本报讯 知道长春客场难打，但昨天
建业队的表现还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
料。0∶3完败于长春亚泰脚下，已经12
年在长春未尝胜果的河南建业最终交出
一份创下近年来在长春输
球纪录的答卷。虽然联赛
才打了仅仅6轮，但危险
的味道已经弥漫在球队四
周。记者 郭韬略

低级失误 造就惨败
建业面对的是一个此前5轮

未尝胜果的对手，虽然以往在长
春战绩不佳，但塔拉吉奇战前满
心希望能改写历史，进而让全队
重回信心。

又是一次定位球，又是门前
盯人不紧，比赛刚刚打了3分钟，
建业的低级失误就被对方抓住，
孙捷门前推射轻松破门，而塔拉
吉奇改写历史的希望也就此被掐
灭。原本对方就占有主场优势和
心理优势，这样的梦幻开局，让亚
泰迅速全面占据主动，从这个时
候开始，建业队就踢得艰难无比。

都说人不可能两次掉入同一
条河里，可不过是半场的时间，建
业队就又一次重复失误，下半场
刚刚开场不到 1分钟，亚泰就再
次宣告进攻得手，使得比赛再
无悬念可言，早早进入“垃圾时
间”。到了第 83分钟，已经无心
恋战的建业队给了对方锦上添
花的机会，谭龙推射破门。0∶3！
建业不仅延续着在长春的不胜纪
录，而且送给了对手一次难得的
“大胜”。

表现拙劣 保级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