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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坎布小试牛刀

本报讯 昨天早上 ， 马布里
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
他在对阵龙狮一战中的精彩瞬间
集锦， 并表示将打好剩下来的每
一场比赛。

老马写道 : “47分8篮板5助
攻3抢断， 我不像二三十岁那样
每晚都能打出这样的数据了， 但
是40岁我依然能打出一场这样的
比赛， 感谢上帝让我有能力继续
征战球场，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
用我喜欢的方式去结束职业生涯
对于我来说是最棒的。 从这场比
赛中我学会了最后的每一场比赛
都要投入， 剩下的6场比赛将是
我在中国打球的谢幕。”

北控晋级季后赛的机会十分
渺茫。常规赛已经打了32轮，北控
队排在了积分榜的第12名， 落后
第十名的广州龙狮队两个胜场，
在余下的六轮比赛中， 北控将对
阵广东、新疆、广厦和江苏4支强
队，可谓迎来了“魔鬼赛程”。

而雪上加霜的是“板儿爷”阿
巴斯在联赛第30轮对阵辽宁的比
赛中意外受伤， 此后经诊断确认
脚底筋膜炎伤情不容乐观， 赛季
报销。 本赛季， 阿巴斯场均贡献
18.7分9.8篮板2次抢断以及1.2次
盖帽， 是球队取胜的得力助手。
如今失去阿巴斯的北控可谓是战
士没有了武器， 即使球队紧急更
换外援， 但是新外援与球队的磨
合需要时间， 而处于水深火热中
的北控已经没有多余时间了。

（文静）

2018平昌冬奥会是继1988年
举办汉城 （首尔 ） 夏季奥运之
后， 韩国时隔30年再次举办的奥
运会。 韩国还成为继日本 （札幌
和长野冬奥） 之后， 第二个举办
冬奥会的亚洲国家。 关于本届冬
奥会 ， 都有哪些知识点是必备
的， 下面给你答案。

平昌冬奥会何时举行？

本届冬奥会比赛从2月8日开
始， 开幕式则在次日举行， 2月
25日将举行闭幕式。

经过前两次申办失败后， 韩
国平昌于 2007年再次申办冬奥
会， 并最终在投票中击败法国安
纳西和德国慕尼黑赢得2018年冬
奥会的申办权。

2018冬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
都将在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举
行 ， 该体育场可容纳3.5万名观
众。 所有的比赛场馆距离奥林匹
克体育场的车程均不到30分钟。

在冬奥会举行期间， 平昌奥
运村最多可容纳3894名运动员和
官员。 而另一个奥运村坐落在江
陵，那里可容纳2900多名运动员。

这是韩国第二次举办奥林匹
克运动会。 1988年， 首尔成为夏
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2018冬季奥运会将有15个大

项共计102项比赛 。 包括雪橇 ，
雪车、 冰壶、 花样滑冰、 滑雪板
和跳台滑雪等。 本届冬奥会增加
了一些新的项目： 分别是冰壶混
合双人赛、 速度滑冰集体出发、
高山滑雪混合团体赛， 以及单板
滑雪大跳台。

俄罗斯被禁止参加本届冬奥会

2017年12月， 国际奥委会宣
布禁止俄罗斯参加2018冬奥会 ，
以此来惩罚他们 “由国家运行的
兴奋剂服用计划” 掩盖服用兴奋
剂的行为。 一些俄罗斯运动员被

允许以中立的身份独立参赛。
国际奥委会称， 调查报告并

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俄罗斯政府指
导这个兴奋剂丑闻， 但可以凭国
际反兴奋剂组织之前的调查得到
确认。 这些调查揭露， 数百名俄
罗斯运动员在国家情报部门的帮
助下隐瞒了服用兴奋剂的证据。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罗
斯政府不会组织运动员以中立身
份参赛。

平昌冬奥会吉祥物为白虎

2018年冬奥会奖牌由韩国设

计师李淑贞设计。 奖牌采用了立
体条纹图案 ， 有着很强的时代
感， 奖牌和挂带以韩文和韩服为
设计元素 ， 金牌重量为586克 。
据官方网站统计， 本届冬奥会共
有259套奖牌。

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吉祥
物Soohorang是白虎的形象 。 据
冬奥会官网介绍， 白虎被认为是
韩国历史和文化的守护者。

韩语 “ Sooho” 是 “保护 ”
的意思 ， 象征着对冬奥会运动
员、 观众和其他参与者的保护。
“Rang” 来 自 于 “Ho-rang -i”
中间的字母 ， 在韩文中是 “老
虎” 的意思。

中国代表团参赛名额史上最多

在平昌冬奥会上， 中国军团
获得了73个参赛名额， 创历史之
最。 在7大项15分项102小项中，
短道速滑、 花样滑冰、 速度滑冰
是中国的夺金尖兵。 雪上项目方
面， 在历届冬奥会中国所取得的
12金22银19铜中， 仅有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项目贡献了1金4银3
铜。 但今年， 中国代表团在雪上
项目的10个单项上获得了29个参
赛名额， 有望在平昌拓展自己的
疆域。

(冬小麦)

平昌冬奥已在眼前

本报讯 （记者 段西元 ） 昨
天凌晨， 在西班牙参加大西洋杯
邀请赛的北京中赫国安队同瑞典
超劲旅北雪平较量一番， 结果90
分钟内双方踢成1 ∶1， 点球大战
国安队2∶4告负。

国安队昨天的比赛派出了大
部分主力球员， 奥古斯托、 索里
亚诺、 张稀哲、 雷腾龙等近几个
赛季的核心球星都在首发， 不过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民主刚果外援
巴坎布的出现。 由于众所周知的
原因 ， 巴坎布虽然已经到队几
天， 但民主刚果人的名字却极难
出现在国安队的 “正式新闻稿”
中。 不过， 尽管身份还未落定，
但巴坎布在比赛中绝对不白给。
这是巴坎布第一次随国安队打正
式比赛， 他与球队的配合还比较
生疏， 但民主刚果人还是体现出
了超强的个人能力。 上半时第25
分钟， 巴坎布为国安队打进1球。
这个球充分体现了巴坎布的个人
能力， 在两名 “北欧大汉” 的夹

击下 ， 巴坎布摆脱了纠缠 ， 像
“蛮牛” 一样撞出一个空当， 一
脚爆射洞穿对手的大门。

可以看出， 尽管前一阵在比
利亚雷亚尔训练和比赛都不太系
统， 但巴坎布还是保持了相当不
错的身体状态， 一般的后卫很难
对他形成威慑。 国安队这几年在
锋线一直苦寻 “黑又硬”， 希望
能有一个可以站得住且速度快的
中锋， 巴坎布基本上能够满足国
安队的要求。 本场比赛， 国安队
的实力略逊于对手， 但创造的机
会并不比对手少。 国安队前场的
组合非常犀利， 奥古斯托、 索里
亚诺等人也发挥不错 。 可以预
见， 新赛季国安队的攻击力是有
保证的， 三根洋枪加上张稀哲、
巴顿、 韦世豪等人， 这条攻击线
在中超算是比较出色的了。

不过， 现在球迷更关心巴坎
布何时能够 “转正”， 只有当官
宣的那一天到来， 北京球迷的心
才能真正放下来。

本报讯 2018年中国赛参赛
队伍已经正式确定， 76人将携手
独行侠来华参赛。 中国球迷将有
机会看到恩比德、 西蒙斯、 诺维
茨基等球星的精彩表演。 在此之
前， 骑士确定不会参加这次中国
赛， 而76人和独行侠都是首次来
华参加中国赛 。 至于比赛的地
点， 将暂定为上海与深圳。

独行侠之前的中文名叫小
牛， 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中国
第一个正式登陆NBA的球员王治
郅最初加盟的就是独行侠。 丁彦
雨航赴NBA打夏季联赛时， 也是
效力于独行侠的夏季联赛球队。

独行侠的总经理小尼尔森 ，
曾经为中国国家男篮工作过， 和
姚明、 王治郅都是老朋友。

独行侠的当家球星诺维茨基
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球迷， 如果他

在2017-2018赛季后能够不选择
退役， 无疑会进一步加强独行侠
的号召力。 另外， 小史密斯、 巴
恩 斯 等 球 员 也 在 中 国 具 有 一
定 的 人气 。 虽然独行侠本赛季
的战绩不理想， 但他们来打中国
赛， 相信还是会得到大量球迷的
追捧。

虽然这支球队有很深的中国
情结， 但这却是独行侠第一次参
加NBA中国赛。

说起76人， 可能老球迷的第
一反应仍然是艾弗森， 但新球迷
可能会说出本·西蒙斯和恩比德
的名字， 他们代表着这支球队的
未来， 也是联盟的未来。 两人都
有成为超级巨星的潜质， 其中，
恩比德已经入选了今年的全明星
首发阵容， 西蒙斯将参加新秀挑
战赛。

76人队本赛季有望重返季后
赛舞台， 恩比德的篮球天赋和身
体素质让人印象深刻， 只要能避
免 伤 病 的 困 扰 ， 他 的 未 来 无
疑 令 人期待 。 恩比德在社交媒
体上非常活跃， 在美国球迷圈就
有很高的人气 ， 在中国也不例
外。 被球迷们称为 “大帝” 的恩
比德， 应该会在中国赛上有非常
出彩的表现。

和独行侠一样， 这也是76人
第一次参加NBA中国赛。

据透露 ， 联盟内部曾有规
定： 每支球队每三年有义务参加
一次国际赛。 但此规定在几周前
因故被取消。 骑士队出于篮球原
因， 选择退出2018年中国赛， 勒
布朗·詹姆斯无缘再次参加中
国赛。

参加中国赛的球队是如何被
选出来的？ 一般来说， NBA官方
都是在3月份公布新赛季参加中
国赛的球队。 当然这只是一个公
布 日 期 ， 其 实 早 在 1月 左 右 ，
NBA总 部 就 会 敲 定 参 赛 的 球
队 。 每年1月左右， NBA大中华
区根据市场调查， 向总部提交一
份名单， 列出一些球队。 有了这
样一份名单， NBA才能开始下一
步行动。

至于为何要提前九个月敲定
名单？ 原因很简单。 首先是为招
商考虑， 同时也让举办方有足够
的时间来做准备， 以便于让比赛
举办得尽善尽美。 毕竟NBA中国
赛是一项优质赛事， 需要悉心经
营， 方能进一步提升商业价值。

（罗罗）

北控晋级季后赛渺茫
老马称打好剩下的谢幕战

22001188NNBBAA中中国国赛赛队队伍伍确确定定

7766人人队队携携手手独独行行侠侠来来华华

这些必备知识点你都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