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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
“砍乔丹”伤自身
快船中锋半场 28 罚超奥尼尔居历史第一

“明日之星”网球训练营
郑州站开打
□记者 王玮皓

□黄敏

北京时间 5 月 11 日，在
NBA 季后赛次轮第四场火
箭对快船队的比赛中，快船
队中锋小乔丹（德安德鲁·
乔丹）遭遇职业生涯最疯狂
“被砍”
（指被故意犯规）一
战，出战 3 节高效 7 投 6 中，
却疯狂“被砍”累计 34 罚 14
中，其中上半场他就疯狂 28
罚，但只命中 10 球，最终贡
献 26 分 17 篮板的大号两双
数 据 ，帮 助 快 船 以 128∶95
斩获赛点，距离晋级西部决
赛仅有一胜之遥。

小乔丹（前）同队友格里芬庆祝胜利

本报讯 昨日，2015“明
日之星”青少年网球训练营
&“2020 之旅”第五站在郑
州网球中心拉开帷幕，来自
郑州市及周边地区的 50 名
青少年网球选手将在这里
进行为期 5 天的封闭训练，
接受国内顶级青少年教练
的指导。
由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
动管理中心主办的“明日之
星 ”青 少 年 网 球 训 练 营 从
2008 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
了7年，
目前已成为中国网球
发展和新星诞生的摇篮，这
里 不 仅 云 集 了 12 岁（及 以
下）的国内优秀青少年网球
运动员，而且有很多国内资

新华社发

深教练员。训练营针对每一
个孩子的特点，进行有针对
性的一对一的指导，提高每
一位小朋友的网球水平。为
了普及网球项目，教练员们
还将走进郑州的逸夫小学和
朝凤路小学，以网球基础培
训、网球游戏的方式，
让没有
基础的小学生们认识网球，
培养对网球的兴趣。
今年的训练营覆盖全
国 8 个网球热点城市，郑州
是第五站，每一站的男、女
单打冠军将晋级 10 月份在
深圳举办的总决赛，获胜的
选手将有机会参加 12 月在
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国
际网球训练营并参加澳洲
更高级别的国际比赛，接受
国外高级教练的指导。

丑陋的新纪录
火箭对小乔丹疯狂“砍杀”犯
后赛罚球纪录，他此前最高纪录
规，直接帮助他连续刷新 N 项纪
是 17 罚……
录：其一，小乔丹半场 28 罚创造
前三战总比分 1∶2 落后让火
NBA 季后赛半场罚球数纪录，此
箭陷入困境，急于克制快船的他
前纪录是奥尼尔在 2000 年创造
们本场比赛早早就祭出“砍乔丹”
的半场 27 罚；其二，小乔丹全场
战术，在首节刚进行不到 4 分钟时
有多达 17 次是被“砍杀”犯规， 特里就第一次“砍乔丹”，而替补
刷新本赛季由马刺保持的对小乔 内线卡佩拉更是沦为不折不扣的
丹单场 13 次“砍杀”犯规纪录；其 “砍乔丹”工具，仅出战不到 2 分钟
三，小乔丹单场 34 罚刷新个人季
就收获 4 次犯规下场。比赛彻底

沦为小乔丹的“罚球秀”，尽管他
在罚球线延续糟糕表现 28 罚仅
10 中，但火箭“砍乔丹”战术依然
未能奏效，火箭半场不仅未能取
得领先优势，反而还落后快船多
达 6 分。
最讽刺一幕出现在次节 4 分
25 秒，帕帕尼古拉乌被换上场就
满场追着小乔丹犯规，比赛呈现
极为丑陋的景象。

“砍杀战术”
失败
小乔丹能否打破由奥尼尔保
持的季后赛单场 39 罚纪录？这成
为下半场最大看点，但他却并未
再遭遇大规模“砍杀战术”。因为
快船凭借第三节一波攻击狂潮彻
底击溃火箭，而小乔丹也仅在罚
球线再度收获 6 罚 4 中，却已经足
够杀死火箭，毕竟他全场罚进 14
球仅比火箭全队少罚进 1 球。

不再有火箭大量犯规送上罚
球线刷分，小乔丹同样能够扮演
起进攻急先锋角色，第三节他单
节 5 中 5 百 分 百 命 中 率 独 得 14
分，虐翻火箭禁区防线。在本节
中段的短短 21 秒内，小乔丹连续
两次接保罗助攻完成劲爆空接暴
扣，成功引爆斯台普斯球馆球迷
的热情欢呼，小乔丹也忍不住在

分 类 咨询代理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法律与咨询

■成功收费■

专业针对各类现金借款工程
款合同款担保公司欠款快速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找人,保密婚查，诚信合法。
●55027807保密婚查取证找人
●保密婚查取证找人61117779
●婚姻劳动律师 15238093660
●隐私婚查找人 13949009992
●案件专家论证 15003995652

●现金收购欠条！婚查取证、
难事帮办、找人 13283808650
●保密婚查定位找人收购债
权难事帮办 18697337007

●53668802婚查取证定位找人
●要账定位找人 13213205050

要账专家86169619
电话：15538167775
成13223071110收
胜龙★收账

事成收费 13523525159

暂停间隙与队友激情撞胸庆祝，
而快船也已经将分差拉开到 20 分
以上奠定胜局。
纵观全场比赛，哪怕小乔丹
再度在罚球线罚丢 20 球，但他依
然在攻传两端打出超劲爆表现，
甚至堪称一人完胜打爆火箭内线
群，成功粉碎火箭意图通过“砍乔
丹”
打乱快船进攻体系的战略。

■诚信收账■ 律师快速要账

18603865807 诚信神速合法

《要账专家》

20年专业经验，
律师团队，
快速

安全，
诚信,专要工程款，
现金借
款，
合同款,单位欠款，
快速找人
婚查。欢迎各地市加盟共赢。
总部电话：400-089-3691

紫荆山电话：
18838272316

郑州西区电话：
13071022966
北区电话：13937137327

许昌分部电话：
13080162177

阿森纳的厄齐尔近来
成为了球迷和媒体吐槽的
对象，起因就是他令人费解
的穿衣风格和品位。
日前，阿森纳的厄齐尔
在自己的社交网络账户上
晒 出 了 一 张 自 拍 照（如 右
图），照片中的厄齐尔下身
穿一条破洞牛仔裤，配上蓝
色的鞋，上身则是一个牛仔
外套，头上还戴着一顶黑帽
子 ，整 个 造 型 显 得 颇 为 奇
怪。英国《每日邮报》便忍
不住吐槽，厄齐尔的穿着太
诡异了，他的时尚感简直像
噩梦一样。

●QS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办全省资质”

●QS认证生产许可证56789370

8 年成功经验、事成收费

●QS、环评快办 13027740569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邀各地市加盟分部合作共赢

专业清债，收购债权，快速

总部电话：
15838036875

●各类资质咨询 15603711976

“工商■资质”

●疑难公司快办 13213196669

劳务●医疗器械 15538198615

■事成收费■

合法，针对个人借款工程款
投资担保，实力见证，一次
合作，终身朋友，欢迎加盟
郑州周边城市：
15093301233
安阳濮阳鹤壁：
15038051101

南阳驻马店信阳：
15838206311

13015500011：大账
许昌南阳平顶山 15136194216
400-093-1761
《要账→婚查》 全国要账，
快速找人，
债权收购
焦作洛阳三门峡 15136241573

□马尔科

疑难杂症 13939006684 成付

15981880092
郑州及周边城市 15136126464 许昌平顶山周口：
13683823362
信阳周口驻马店 15136124332 洛阳焦作三门峡：
安阳濮阳鹤壁市 15136241572

厄齐尔诡异穿着把人惊呆

律师快速要账

8 年成功经验、事成收费

邀各地市加盟分部合作共赢
西区电话：
15838036875

花园路电话：
13523067500

紫荆山路电话：
15638176869

闪15538250011办
收购债权

快速合法 13903821300

抵押贷款
专业贷款56665566

1-10 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车费低银行息特快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工商咨询

东区电话：
13027788886

●注册公司记账 13937186845

退伍军人帮收欠款难事帮办

●注册公司 18539578966

全国收购债权

快速找人婚查 18539562838

●大额资金专办 13526626508
●快办各类公司 13343845752
●代办公司 15516941095

●免费注册公司 13253553330
●快办公司代帐 18737128155
●投资金融专办 13503711111
●医疗器械工商 13838389446
●免费快办公司 15515601328
●上门快办公司 61350555

●金融公司专办 15136113639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
办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医疗器械资质专办60583056
●企业上市服务 13503711111
●7 天注册公司 15515501559
免费注册公司 18203677774
专办投资公司 15225177774

●低价●记账●注册65593711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医疗器械 13937154075

物业、房地产年检●建筑

速办■总承包

建筑■市政■公路■水利
机电■化工■矿山■电力

一级■二级专线 55058991
三级■增项专线 55058997

建造师■八大员■三类人员
技工证■特种工 55058993

【资质快办】

房建●市政●13203814556

防水●公路●水利 56755093

速办公司65251888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许可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证八大员特种工三类人员技
术工人 65901419;65901473
公司代理记帐 13592684668
●资质换证代理 15093281448

园林资质特办

口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工商专家55222911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 A14、
15、
21版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
●低办公司、资质 63702222

业承包、垃圾清运 63819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