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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纳德狂砍45分 猛龙半决赛开门红
新华社消息 4月28日，猛龙和76人之间的NBA

季后赛东部半决赛第一战率先打响，猛龙核心伦纳德
展现巨星风采，独自砍下45分，帮助猛龙主场108∶95
大破76人，赢得这个系列赛的开门红。

此战伦纳德效率非常高，全场23投16中，三分球7
投3中，罚球11中10，他的45分也追平了其职业生涯单
场得分的最高纪录，同时也是他季后赛比赛中的最高
得分，此外伦纳德还抓下11个篮板。

赛后伦纳德表示，自己无意刷数据，帮助球队获胜
才是最终目的。“其实到达45分之前我就想着去替补席
了，当时猛龙已经大比分领先，我就想着教练应该把我
换下场，让其他人来感受一下季后赛。”伦纳德说。

纵观历史，猛龙一直是76人克星，赢下了两队之
间绝大部分较量。值得一提的是，伦纳德在效力马刺
和猛龙期间，共参与了13场同76人的比赛，结果全都
以胜利告终，也算是76人的克星。猛龙主帅纳斯对于
伦纳德的表现非常赞赏。纳斯说：“伦纳德的比赛很有
观赏性，他进可攻，退可守，将整支球队盘活。”

队友洛瑞说：“伦纳德应该有机会刷更高的数据，
不过他很多次都为队友创造机会，他希望队友们都能
融入进攻。”

当日，掘金和马刺进行了西部季后赛首轮第七场
较量，最终掘金主场90∶86获得“抢七”大战胜利，艰
难闯进西部半决赛。 （王集旻）

梅西一锤定音 巴萨西甲夺冠
新华社消息 4月

28日凌晨，西甲第35轮
结束一场焦点战，凭借
梅西的进球，巴萨主场
1∶0击败莱万特，提前
3轮夺冠。这是巴萨的
西甲第26冠，也是梅西
个人第10次随队捧得
西甲冠军奖杯。

巴萨主帅巴尔贝
尔德本轮将梅西放在
了替补席上。开场后苏
亚雷斯和库蒂尼奥接
连错过机会，下半时梅西替下库蒂尼奥。第62分钟，巴
萨在对方禁区前制造混乱，尽管苏亚雷斯的射门被阻
挡，但比达尔跟上头球摆渡，梅西在小禁区边缘晃开
一名防守队员后低射球门左下角得手，打入全场唯一
入球。这场胜利让巴萨保住了对积分榜第二的马竞的
9分优势，并得以提前加冕西甲冠军。

巴尔贝尔德赛后称赞梅西“是一切成就的中心”。
他说：“如果有一个名字要被置于所有其他名字之上，
那就是他（梅西）的名字。他的存在定义了我们的风
格，而他在竞技上的高水准推动着我们全队前进。”

凭借本场的这粒进球，梅西还将自己本赛季的联
赛入球数扩大到了34枚。目前阿根廷人领跑欧洲金靴
榜，领先排在第二位的姆巴佩4球。

此外，迄今为止，在西甲赛场上，梅西共出场449次，斩
获416粒进球，在西甲历史射手榜上一骑绝尘。（谢宇智）

丁俊晖暂时落后
特鲁姆普

新华社消息 4月28日
凌晨，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第
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丁俊
晖与英格兰名将特鲁姆普
结束了第一阶段争夺，丁俊
晖以3∶5暂时落后。

世界排名第七的特鲁
姆普显然状态更好，连续
打出两个单杆61分，一个
57分和一个50分，以4∶0
取得领先。丁俊晖接下来
零打碎敲赢得第五局胜
利，特鲁姆普再胜一局将
比分变成5∶1。丁俊晖随
后连胜两局，其中第八局
单杆拿下67分，这是当天
他唯一一局单杆过50分，
差距也被缩小到3∶5。

当天，排名世界第三
的卫冕冠军马克·威廉姆
斯以9∶13不敌前拖拉机
驾驶员吉尔伯特，世界排
名第二的塞尔比以10∶13
输给了前出租车司机加
里·威尔逊。这两人的出局
意味着世界排名前三的选
手都已被淘汰。世界头号
选手奥沙利文在第一轮输
给了业余选手卡希尔。世
界前三加起来总共赢得了
11届世锦赛冠军，其中威
廉姆斯和塞尔比各3次，奥
沙利文5次加冕。

威廉姆斯的失败与前
一天胸口疼痛住进医院有
直接关系，他在第一阶段
比赛后感觉胸疼，在医院
急诊室待到接近半夜，经
过观察后，医生告诉他并
非心脏病发作，他得以重
返赛场。

44岁的威廉姆斯赛后
说：“我昨天晚上11点才回
到酒店。如果是一个小比
赛，我肯定就退出了，但你
无论如何也不能退出这个
比赛，我对自己坚持比赛
感到自豪，尽管打得非常
糟糕。”

威廉姆斯说，他们几
位前冠军的出局，为特鲁
姆普或丁俊晖夺冠扫平了
道路。“这可能是他们晋级
决赛的最佳时机。”他说。

（王子江）

《新民晚报》消息 世
乒赛女单冠军，刘诗雯等
待了10年。4月27日夜，在
布达佩斯世博馆，当大比
分显示4∶2，刘诗雯意识
到自己战胜了队友陈梦夺
得世乒赛女单金牌时，她
高举双手，扔掉球拍，眼中
噙满了泪水。10年间的起
起伏伏，10年间五味杂陈
的滋味，涌上心头。她说：

“感觉像做梦一样，这是梦
想成真的一刻。”

10年前，刘诗雯一战
成名。在女乒世界杯上，她
战胜郭跃，首次在世界大
赛中夺得女单冠军，那时
她才18岁。但谁也没有想
到，从一个世界杯女单冠
军，到第一个世乒赛女单
冠军，刘诗雯整整等了10
年。

“这是我的第六次世
乒赛，第三次进入决赛，我
觉得这次我再不赢，就没
机会了。”夺冠后的刘诗
雯，思路格外清晰，昔日的
画面，不断在她眼前回放，
每一个瞬间，都清晰如昨。

这个冠军之前，她是
“悲情女皇”的代名词。

2010年世乒赛团体决
赛，刘诗雯一人丢2分，导
致中国女乒丢冠，被万夫
所指。2013年女单决赛，她
输给了李晓霞，2015年女
单决赛，她输给了受伤的
丁宁。李晓霞和丁宁相继

成就大满贯，唯有她，一次
又一次地跌倒在原地。

而今天，她脱胎换骨
了。

继半决赛第五局打了
丁宁11∶0之后，决赛中又
是第五局，她送给陈梦一
个11∶0。有人指责她不礼
貌，但她说：“队内没有规
定不能打11∶0，我认真打
好每一分，也是尊重对手
的表现。”

10年的起伏，令她成
长。她深知，在竞争激烈的
国乒内部，比赛中任何一
次闪失，都可能断送胜果，
决不能给对手半点喘息的
机会。

终于，刘诗雯在比赛
期间做到了心无杂念。“我
不想给自己背上心理包
袱，更没想过能成为双冠
王。我只想着打好每一场
比赛，至于对手是谁，我不
在乎；结果如何，不预先设
定。”

面对诸多记者，刘诗
雯依然勇于直面人性的弱
点，她主动讲起去年曾经
想放弃的故事。那一阵子，
她处于没有教练管的状
态，成绩一泻千里，球感也
快丢光了，“我都快丧失对
冠军的渴望了，想到了放
弃……”连父母也对她说，

“看你比赛我们也够折磨
的，要不然就回家吧。”

但幸好，这样的想法

并不持久。无助、孤独，都
是暂时的。刘国梁重回国
乒，马琳成了她的主管教
练。“他们一直鼓励我，对
我说，你依然有潜力，不能
放弃。”

深圳封闭集训的40天
里，刘诗雯练得很狠，“马
琳常常陪我在馆里待八九
个小时，可以说是围着我
团团转。每天练完单打练
混双，练完混双练单打，还
常常和男队员对打……”

之前，刘诗雯首次搭
档许昕，登上了布达佩斯
世乒赛混双冠军的领奖
台。此次女单封后，并不是
刘诗雯乒乓生涯的终极目
标。按惯例，世乒赛女单冠
军头衔与明年奥运会女单
名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大家都知道世乒赛
单打冠军对奥运会的意
义。”刘诗雯说的是真心
话，“明年东京奥运会，我
渴望参加单打，但能不能
参加，还要看教练最后的
决定，我现在能做的，就是
在混双和单打这两个项目
上全力以赴。”

10年前，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10年之后，我
拥有了你———吉·盖斯特
杯。布达佩斯的收获，令刘
诗雯相信，只要坚守信念，
坦然面对，就能笑到最后。

（陶邢莹）

新报讯（记者 牛天甲）

4月26日，2019年亚洲拳击
锦标赛在泰国曼谷收官，
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我区运

动员夺得3枚金牌。
据了解，本次比赛为

期7天，共有来自亚拳联34
个会员国和地区的199名
男运动员和144名女运动
员参加，中国国家拳击队

派出了男、女共计19名运
动员参加了19个级别的
比赛。我区3名女运动员
代表国家参加了3个级别
的比赛。经过激烈争夺，
我区运动员窦丹、李倩和

杨晓丽分别在64公斤级、
75公斤级和81公斤以上
级的比赛中，力压群芳夺
得3枚金牌，这也是3名
运动员继2018年世界拳
击锦标赛后，再次同时夺

冠。
赛后，新任国际拳击

联合会主席为我区女子拳
击 队 运 动 员 李 倩 颁 发

“2018年度最佳女子拳手”
荣誉。在2018年12月，亚洲

拳击联合会公布的最佳奖
项的评选中，中国女子拳
击队主力、2018年世界女
子拳击锦标赛75公斤级冠
军李倩获得最多选票，荣
膺亚洲最佳女子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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