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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体坛纵横

关键时刻，豪哥掉链子了
NBA季后赛林书豪失误致火箭陷绝境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经过一个假期的休整，
2014赛季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上
周末在广东肇庆再燃烽火。新赛季为
了使竞争更加激烈，比赛启用了全新
的规则，不过更换了东家的卫冕冠军
河南车手陈旭还是夺得了首个分站赛
的冠军。

新赛季将单站比赛改为两个回
合，最大的特点是第二回合发车顺序
采用首回合前十倒序发车。这样一
来，即便在首回合发挥不佳的车手，也
有机会在第二回合崭露头角。陈旭合
理运用规则，他在首回合结束时排名
第七，依照规则第二回合排名第四发
车的他最终站上了本站比赛的最高领
奖台。

本赛季，卫冕冠军陈旭与队友何
子贤一同加盟了丰田雅士利车队。再
加上原有的车手万金存和张汉标，丰
田车队被誉为全明星车队。即便如
此，陈旭依然十分低调：“有很多新
的零部件没有到位，现有的赛车只是
半成品，能否卫冕还存在很多未知
数。”不过，记者了解到，原为海马
车队工作的冠军技师此次一并加盟丰
田车队，这为陈旭再次冲击总冠军增
加了不少砝码。

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

卫冕冠军陈旭
首战分站赛夺冠

简讯>>
前天，全国男子武术散打锦标赛

在山东省兰陵县体育馆闭幕。本次比
赛共有来自全国43个省市、行业体协
和体育院校的345名运动员参赛。经
过奋力拼搏，代表河南出战的塔沟武
校学员孔洪星获得60公斤级金牌、叶
翔获得100公斤以上级金牌。此外，
代表队还有两枚银牌和三枚铜牌入
账，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和体育道德
风尚奖。 （记者 王玮皓）

引言 | 北京时间4月28日，火箭在一度领先11分的情况下，客场遭开拓者逆转，加时赛
120∶123惜败于对手。此役过后，双方系列赛总比分变为1∶3，波特兰人抢得赛点。林
书豪第4节最后28.9秒出现致命失误，遭莫·威廉姆斯抢断，导致比赛进加时赛。

赛后接受采访时，林书豪显得非
常懊恼，他的表情沮丧，很显然在为自
己的失误拖累球队而感到难过。

“本来就不该有加时赛的。我当
时应该稳住球，然后叫个暂停。”林书
豪说。本场比赛他一共出战了21分
钟，6投1中得到4分4次助攻5个篮
板，但出现了3次失误。有记者问他，
当时为何会被对手抢断？林书豪没有
回避，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我当时在篮下得到了球，看到有
很多对手围在身边，担心他们会上前
夹击我，或者是将我逼入死角，于是我
决定先转移到边线附近。我当时就是
想躲开对手的围堵，远离他们，但没想
到（小莫）在我身后偷走了球。”林书豪
的语气很低沉。

林书豪很自责

对火箭来说，输掉第四战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将会
输掉系列赛，并且输掉整个赛季。果真如此，恐怕火箭
任何一名球员，都很难接受这样的出局，他们原本想在
季后赛上走得更远。而如果是因为自己的一次失误导
致全盘皆输，那心里将更加难受，林书豪深深地认识到
了这一点。

在NBA的历史上，7场4胜制的比赛中，总比分以
1∶3落后的情况出现过217次，最终逆转获胜的只有8
次，概率不足3.7%，而在火箭队史上也只发生了1次，
另外7次却都是以输球结束。从火箭队史上来说，这个
概率大概有12.5%。

火箭这次 1∶3落后的大逆转是 1995 年的事
情。在西部第二轮也就是半决赛，火箭先是在菲尼
克斯连输两场，回到主场后拿下第三场，但是第四场
又一次输掉比赛。不过接下来火箭连赢3场，以总
比分4∶3将太阳队淘汰出局。

从数字上来看，火箭晋级的希望很小，但是从双
方比赛的场面来看，输赢却远没有那么悬殊。对于
这样一场系列赛来说，胜负更多的时候是靠运气。
所以火箭最终坚持到什么时候，只有天知道。

火箭队主教练麦克海尔在回忆第四节最后1分
钟球队布置的战术时强调，“除非我们有明显的快攻
机会，否则抢到篮板之后，我们就要叫暂停。我已经
讲得非常明确，我也不知道，杰里米（林书豪）为什么
把球运了出去，然后丢了球”。不过，麦帅也补充称
输球并不是林书豪一个人的错，火箭全队都在很多
细节上犯错。

火箭队球星哈登也认为本场比赛的失利不能全
怨林书豪：“当时我们领先两分，应该打成进攻，不过
是很多小事造成了失利，我们领先11分被追上，我
自己也有一些错误。”

晋级希望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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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间楼

整栋自持招租
郑东核心商务区

5A 甲级写字楼 86676666

出租招租

●郑州新区2层商业门面 3000
㎡地下室 1 万㎡ 66009100
●繁华商圈一层商铺和商务楼

快捷酒店租 15639000089
●东风路天旺广场西临街门面

房租售 63935024；63820170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荥阳市中心黄金地段6600㎡
商场整体出租 15838169002
●伊河路小学对面 3000平米

楼院，18538922277
●建设路碧沙岗公园北门252
㎡临街商铺 18639017800 郑
●陇海路伏牛路交叉口旺铺

300 平米出租 13333842228
●七栋独立楼宇及临街店面

整租分租 63212135,63212136
●1500平可建设 13598875180
●平原新区大型标准化厂房

招租 25000㎡，13603849974
●纯一楼拐角出租18939263532
●460㎡餐饮办公13007611494
●服装仓库466㎡临东三马路

低价招租 13700889716
●二七路繁华位置框架结构2000
平方，三层、可分割、可整租。

康经理：18530819880
●北四环文化路向北900米空

院、厂院出租13683828370
●中原路西四环临街二层展厅

1000㎡，18638636924
精装写字楼租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全
新精装·美盛中心写字楼招

租咨询电话 0371-87086666

房地产中介

●郑州海洋不动产 66666696

房地产

清盘特惠中！03737771999
●抢到即赚到！未来省核心

行政区、升值空间巨大！

低售郑东新区金水区东路临街

整层商铺 1323平，575～1150
平写字楼（毗邻建设厅、轻轨）

15617869237
●房产疑难杂症 13613868402
●中开企业城，最经济的标准

厂房，50 年产权，可按揭，

400-12000 ㎡ 独 栋/分 层/定
制厂房 1688 元/㎡起，一期

永城旺铺投资
永城首座城市综合体金博大

广场，吃喝玩娱购住游一站式

购物中心，90-3000㎡高价值

次主力店旺铺，8000㎡中高档

商务酒店，可投资可自营，产

权独立！详询 0370-5731111

宁夏学区房
带户籍全款 12万 4008371861

求购求租

●求租或合作开封、商丘、周口、

许昌200亩以上的教育、工业、

建设用地 13303714633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15万㎡有合法证件仓库出

租，可供市场配套，大公司

入驻，个体可分割，墙高 6.5
米，房高 11-15 米，面积 500-
15000㎡不等，在华南城、华

商汇、曲梁服装城、安利物流

总部附近。电话400-016-6868
●经开区南三环与四港联动

大道空地 200 亩招租适合做

大型停车场地 15713660700

●长江路与大学路交叉口厂仓

带院出租可分租 13733813828
●高新区西四环厂房带办公

5000㎡有证 15890697377
●荥阳310国道边有2100㎡标

准化厂房二层电梯水电齐全

配有 10 亩土地 13007505777
●郑上路大小院 15639760836
●门面厂院招租 13700840632
●东区高速口3万平仓库招租

15838224264,18037127797
●南曹仓库出租 15037129669
●航海东路高速口4000㎡厂仓

可分租15038189188用电户优

●南四环仓库 15937121006
●西四环马寨厂房4300㎡、办19
00㎡独院水电齐13838581812
★厂房出租★
中原西路荥阳段钢构厂房

面积 5000 ㎡行车 35 吨 3 部
电话：13607670687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30、34、35、37、39、40版

全队都在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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