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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不哭，

科比依旧看好你们

本报记者 刘伟

连折两阵，勇士的处境突然
微妙起来，各路专家杀将出来，开
始指点江山。在专家们看来，赢下
第三场，骑士夺冠的几率已经近9

成，换句话，勇士基本已经出局
了。不过“名嘴”科比不这么看。

总决赛第三场，科比做客某
网站担任嘉宾，对比赛做了点评，
赛后他依旧看好勇士夺冠。科比
看好勇士，自然有自己的专业理
由。

第三场比赛下半场，状态低
迷的勇士一度落后了近20分，
但他们在第四节绝地反击，单
节36分，一度将分差缩小到只
有1分，差点完成大逆转。这
一点，是勇士失利背后释放
的一个积极信号：单节5个三
分的库里正在复苏，骑士则
露出了疲态。

骑士的疲态，源于球队
轮转人员有限，尤其在全队
防守强度极高的前提下，疲
劳的加剧会更严重。第三场
比赛，骑士8人轮转，但老米
勒和詹姆斯·琼斯合起来出场
不到20分钟，所以骑士仅有6人
在打球。赛后，防守尖刀德拉维
多瓦因为疲劳加剧出现严重抽
筋，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第四场
比赛能不能出战，目前还是个问
号。总决赛第四场，是骑士五天内
第三场比赛，体能近乎极限，防守
大闸一旦缺席，对骑士将是个致
命打击。

相比骑士，勇士在第三场实
现了10人轮转，每个人的出场时
间相对平均，体能更有优势。最重
要的是，在比赛最后一节，科尔激
活了此前上场时间有限的大卫·
李，盘活了球队进攻端，让骑士的
铁桶阵露出了破绽。种种迹象表
明，勇士同骑士的战斗，还远没
到结束的时候。

被膜拜、封神的

詹姆斯

赛后的更衣室里，等待
采访詹姆斯的记者们排起了
长龙。这是职业习惯使然，也
是对总决赛“新神”膜拜的心
态使然。

总决赛第三场，詹姆斯再
一次交出了40分12个篮板8次
助攻的超级数据，这样，三场比
赛下来，詹姆斯的总得分达到
了令人瞠目结舌123分，超越了
1967年由里克·巴里保持的总
决赛前三战得分纪录（122分），
成为历史第一人。

同时，詹姆斯总决赛前三
场的场均数据，也定格在了41
分12个篮板8 . 3次助攻，如此
全能的身手，即便巅峰时期的
迈克尔·乔丹也没打出来过。对
詹姆斯在总决赛近乎狂野的表
现，前队友拜伦·戴维斯坦言，

“勒布朗正在超越乔丹，这件事

正在发生。每个人都希望与勒
布朗做队友，这就是他伟大的
原因！”

没错，经过了前五次总决
赛的淬火与历练，詹姆斯正迎
来收获，正在向一位超级领袖
迈进。身为领袖，小皇帝不仅仅
是在用数据领导全队，还有看
不见的意志力。

在看过总决赛第三场后，
科比也对骑士竖起了大拇哥，

“骑士是在拼命，而勇士却觉得
自己还有更多机会。”人员不整
的骑士敢拼命，少不了詹姆斯
背后的复出。有消息称，赛前为
了激励全队，詹姆斯为每一位
队友买了一块苹果手表。老大
的慷慨，让诸位兄弟兴奋不已。
大刺头 JR·史密斯甚至有点

“谄媚”地表示，希望同小皇帝
永远合作下去。

有这样敢于担当，会来事
的领袖，骑士众将哪能不玩命？

被小人物

“吓短路”的萌神

相比詹姆斯，库里的表
现，让支持他的人有些失

望。如果库里的失常出现
在等量级对防的欧文

身上，多少还能说得
过去，但栽在打了
一个赛季替补的小
人物德拉维多瓦身
上，MVP的脸面着
实没处放。

在第二场极度
失常的表现后，很
多库里拥趸没有放
弃希望。他们更相
信，库里失常不是
因为德拉维多瓦防
得多好，而是库里

自己打得
太差。有人还搬
出了勇士同火箭西部决
赛当中，库里从高空摔下那个
意外说事。并且用数据言之凿
凿地表示，库里正是从那场比
赛轻微脑震荡之后，投篮手感
就变差了，这是天灾。“拥库”派
名嘴巴克利更是仗义执言：

“我相信接下来的比赛，库里
会杀了德拉维多瓦。”

显然，粉丝们并不愿意承
认库里会过不了德拉，这一
尴尬的实事，然而这种尴尬
却实实在在又发生了一遍。

第三场比赛，在德拉
维多瓦狗皮膏药般地贴
防，与骑士适时地协防下，
库里半场仅仅得到了3分。
如果不是在最后一节被逼
进绝境的状态下反弹，扔
进5个三分，库里本场比
赛将被德拉维多瓦防到

“输掉底裤”。
赛后，球迷对库里的

恶搞，对德拉的褒奖达
到了高潮。名不见经传
的德拉维多瓦被赞誉为
总决赛MVP，可怜的库
里，则被恶搞成了德
拉怀里的宝宝。风
光无限的MVP在
总决赛落得这般
田地，都有点羞于
见人了。

赛后，勇士
主帅科尔批评库
里缺少点能量。
都说事不过三，总
决赛第四场，库里
能在德拉面前完成
复仇吗？

中国重汽队

淄川奏凯

本报讯 “腾讯棋牌”2015全
国象棋甲级联赛第六轮比赛昨天
结束，生活日报群康象棋俱乐部
山东中国重汽队坐镇今年首个主
场淄川宾馆，凭借赵金成的精彩
入局战胜了来访的江苏队，取得
了慢棋两连胜，在积分榜上跃居
第六名。

本场比赛由淄川宾馆承办，
冠名“淄川宾馆专场”。下午1点，
随着淄川宾馆董事长梁慎书宣布
比赛开始，鲁苏两队展开了针锋
相对的较量。

四台教练兼队员谢岿后手迎
战江苏队第二得分手徐超，双方
握手言和。三台刘奕达先手对阵
孙逸阳，最终平分秋色。三、四台
率先和棋给坐镇二台的李翰林相
当大的压力，本场后手面对全国
亚军也是江苏队教练王斌的比赛
可谓难度不小，经过一系列厮杀，
双方战斗力尽失只好作和。

三盘都战和，决定胜负的一
盘重压在第一台上，只见赵金成
挺兵飞相闲庭信步，实则绵里藏
针，暗器频发。在形势占优后，赵
金成更是不急不躁，不急于进攻
而是一点一点蚕食，最终在多兵
残局中再为山东队立下战功，这
样本场山东队1胜3和以5：3在慢
棋争夺中战胜了江苏队。

本报讯（记者 许恺玲）
13日，“金立智能手机杯”全国
围棋甲级联赛大幕进入第七轮
角逐，山东景芝酒业队杀回“老
家”——— 赞助商景芝酒业在潍
坊建造的文化产业园齐鲁酒
地，对阵本赛季势头强劲的杭
州队。

山东景芝新赛季开局不
利，三位世界冠军起伏不定，
导致了前六轮比赛仅得6分，
排名靠后。上周，队中大将周
睿羊冲击春兰杯，却梦断张
家界，让人扼腕叹息。成绩不
佳的景芝将士们，现在特别

渴望温暖，渴望理解，为此，
他们的“东家”景芝酒业决定
让队伍“回家”比赛，把这次
主场摆到齐鲁酒地，希望子
弟兵回家放松心情，下出好
局。

山东景芝队本轮的对手
是目前围甲的“领头羊”杭州
队。杭州队是上赛季乙级联赛
的冠军，他们以“升班马”身份
再次杀入甲级阵营，结果开局
就杀气腾腾，取得不可思议的
六连胜，将围甲所有对手甩到
了身后。杭州队的发威已经不
是第一次了，他们在六年前的

2009赛季，就是以升班马身份
角逐围甲，结果最后夺冠，创
造了围棋赛场上的“凯泽斯劳
滕式”神话。

应该说，景芝队从不惧怕
任何对手，都说鲁军经常扮演

“巨人杀手”的角色，之前他们
即使在实力不济时，也时常扳
倒“领头羊”，别说队中还有三
个世界冠军。就拿上个赛季来
说，大连队不可阻挡，见谁灭
谁，但唯有景芝队主客场两次
将其灭掉，让这个最后的冠军
留下赛季的遗憾。

同样，面对不可一世的杭

州队，景芝队能否再次担当巨
人杀手的角色？何况景芝队还
坐镇福地主场，齐鲁棋迷期待
鲁军的逆势上扬。

据悉，1 3日比赛的当天
14 :30，景芝队的主帅曹大元
将在赛地齐鲁酒地进行现场
挂盘讲解。16时左右，曹大元
和 鲁 军 三 位 世 界 冠 军 江 维
杰、周睿羊、范廷钰一起，将
在 齐 鲁 酒 地 和 当 地 棋 迷 过
招，欢迎棋迷参与其中。如报
名参加与世界冠军的对阵，请
致 电 潍 坊 景 芝 棋 院 王 先 生
15908029067报名。

围围甲甲联联赛赛，，鲁鲁军军将将杀杀回回““老老家家””
山东景芝摆擂齐鲁酒地 棋迷报名挑战世界冠军

比赛大局已定，詹姆斯面带笑容，冲库里做
了一个手指脑袋的动作，似乎在说：“年轻人，打
球还得多动动脑子啊。”

赛前，人们已经预料到，履历和心智已经来
到巅峰的詹姆斯，将在总决赛舞台，展现出对新
科MVP库里的优势。只是令人未曾想到的是，詹
皇的优势会如此巨大，即便他身边没有欧文和勒
夫这对左膀右臂。总决赛第三场，詹姆斯又一次
奉献出准三双，勇士多数时间还是没有从第二战
的低迷中走出，最终91:96再丢一城。大比分1:2落
后，意味着6月12日的第四战，库里和他的勇士已
经无路可退。

本报记者 刘伟

强势的詹皇打出了强势的表现。 新华社发

“萌神”库里这一场被打蒙了。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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