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7 日袁广东海印队选手彭健烽在男子一米跳板决赛中遥 他以 478.70 分的
成绩获得冠军遥 当日袁2020 年全国跳水冠军赛暨东京奥运会尧世界杯预选赛男子
一米跳板决赛在河北奥体中心举行遥 王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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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7 日上午袁NBA 总决赛第
四战将会如期而至遥当几天前湖人取
得 2 比 0 领先的时候袁不少人都认为
热火大势已去袁甚至有些球迷乃至专
业人士都做出了紫金军团将会横扫
迈阿密人的论断遥然而袁在吉米窑巴特
勒的率领下袁热火居然在阵容不整的
不利形势下展开绝地反击袁在第三战
中一举将湖人拉下了马袁 扳回一城袁
让总决赛的胜负悬念尚存遥而北京时
间 10 月 6 日袁 美媒报道热火中锋阿
德巴约有望在双方的系列赛第四战
中复出袁因此 7 日的这场对阵袁湖人
如果任由上一场低迷的状态延续袁两
队在大比分上回到同一起跑线的可
能性不是没有遥

吉米窑巴特勒在 5 日的第三战
中打出了足以媲美历史最佳的总决
赛三双数据袁40 分 11 篮板 13 助攻
的表现令人不可思议袁 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诠释了 野湖人是可以被击败
的冶遥 看了队友的出色表现袁因为颈
部扭伤缺席了两场比赛的热火中锋
阿德巴约有些耐不住寂寞了遥 据美
国媒体报道袁 阿德巴约在最新的采
访中表示院野从新秀赛季开始袁 我只
缺席了一场比赛袁 所以我不喜欢缺
席比赛袁 我能够克服带伤打比赛的
困难遥 冶

而热火队也在刚刚更新的伤病
报告中显示袁 这位内线球员有望在
10 月 7 日的第四战中复出参战遥 这
对于缺兵少将的热火队来说是个不
错的消息袁 至少球队不会在德拉季
奇难以出场的情况下内外线均处于
缺人状态袁 也能够有效分担巴特勒
的进攻压力遥

再看吞下一场意外失利苦果的
湖人队遥在上一场比赛中袁野浓眉哥冶
戴维斯的表现异常低迷袁 从前两场

总决赛的 30+得分一下子下降到仅
有 15 分入账袁这也给了热火很多机
会遥特别是上半场比赛袁戴维斯表现
欠佳袁出场 11 分钟 2 投 2 中袁仅得
到 5 分 1 篮板 1 助攻 5 失误并身背
3 次犯规袁 个人出场正负值为-17遥
等于是湖人两大核心球员缺了重要
一角袁球队自然难以取胜遥 而且袁由
于比赛中湖人自身失误太多袁 首节
就出现了 10 次失误袁而在双方的第
二场对阵中袁 湖人的全场失误次数
也仅仅是 9 次遥

不过这些都已经是过去时袁面
对即将开始的第四战袁 戴维斯在接
受采访时说院野相信我袁 我们会很
好遥 冶而勒布朗窑詹姆斯则表示院野我
们并不会让球迷们担心袁 我们知道
自己可以打得更好遥冶两大球星已经
统一了思想袁 看来湖人准备忘掉不
快袁轻装上阵了遥 刘艾林

中国马球公开赛
平局收官

7 日袁2020 第九届中国马术节最后
一场比赛要要要中国马球公开赛于河北
衡水圆满落幕遥经过 4 节比赛的激烈争
夺袁 交战双方快鱼队和官舍队以 10:10
的成绩握手言和袁 共同捧得 2020 中国
马球公开赛冠军奖杯遥

本次比赛的参赛球手共 8 名袁其中
超过半数是中国马球国家队队员遥第一
节比赛中袁官舍队队员刘诗来首先发起
进球袁虽然射门力量稍小袁但紧随而上
的同队队员李艳阳挥杆而起袁为球队拔
得头筹遥 比赛进行到第三分钟袁由于官
舍队犯规袁快鱼队获得 60 码罚球机会遥
朝格图主动进攻袁但稍稍打偏袁球擦边
而过遥 第一节结束时袁快鱼队 8:6 暂时
领先官舍队遥

第二节袁 快鱼队的宝音拿到球权袁
朝球门方向击打袁但擦门而出遥 随后官
舍队奋起直追袁接连进攻袁在 4 名队员
的完美配合下连进 4 球遥官舍队由此实
现反超袁 以 10:8 的比分暂时领先快鱼
队遥

第三节开局袁 快鱼队的宝音试图
先发制人袁几次进攻势如破竹袁可惜均
未命中袁眼看马球离球门仅几英寸袁却
由于速度不够被对方救回遥 因双方相
互制衡袁第三节两队都无进球袁比分仍
是 10:8遥

第四节中袁 快鱼队的宝音奋起直
追袁在队员的配合下连进两球袁将两队
比分追平至 10:10遥

最后袁因双方比分相同袁经裁判决
定袁2020 中国马球公开赛冠军由快鱼
队和官舍队共同获得遥快鱼队宝音获评
野最佳马球手冶称号袁野最佳马匹奖冶由朝
格图策骑的马匹获得遥 王民

2021 年东京马拉松
推迟到秋天举行

据日本媒体 5 日报道袁由于新冠肺
炎疫情造成的不确定性袁原定于明年 3
月举行的东京马拉松已基本确定推迟
到秋天举行遥

据叶日刊体育曳援引知情人士的话
说袁推迟比赛的计划已经得到东京马拉
松董事会的批准袁预计将在本周晚些时
候公布遥据透露袁比赛推迟到秋天后袁可
以避免像今年一样袁只保留精英选手比
赛的情况袁而是恢复到以往大约 38000
人参赛的规模遥组委会把今年未能参赛
选手的名额保留到明年或者后年遥

明年的东马比赛原定于 3 月 7 日
举行袁组委会此前考虑可能继续取消大
众选手的比赛遥

东马推迟比赛的决定也是为了避
免进一步的经济损失遥 此前有媒体报
道袁新冠肺炎疫情给今年东京马拉松造
成的损失为 290 亿日元 渊约合人民币
18.6 亿元冤遥 王子江

10 月 3-7 日袁2020 中国攀岩联
赛总决赛暨第十四届全运会资格赛
在苏州拉开战幕遥 赣州好男儿钟齐
鑫以 5.346 秒的成绩打破该项目世
界纪录并夺冠袁 这次已是他第七次
打破世界纪录浴

宁波体工大队副大队长程旭在
现场观看了比赛遥他表示袁钟齐鑫作
为一名老将袁 在比赛中体现了他的
大赛经验和临场发挥遥野他已经取得
了明年全运会的参赛资格袁 接下来
他将以国家队教练兼队员的身份全

力备战东京奥运会袁 争取在亚洲锦
标赛中获得足够的积分袁 从而最终
亮相奥运会赛场遥 冶

钟齐鑫袁赣州全南人袁江西理工
大学理学院 2007 级社会体育专业
学生袁国家攀岩队队长袁亚洲首个攀
岩世界冠军遥 钟齐鑫屡屡刷新世界
攀岩速度赛纪录袁 在速度攀岩领域
战绩辉煌袁 因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野中国壁虎冶遥 6 次打破世界纪录袁4
次获得世锦赛冠军袁 成为世界第一
个速度攀岩大满贯得主袁 打破了速

度攀岩被西方垄断 30 多年的局面浴
作为一名已过而立之年的老

将袁 钟齐鑫在攀岩项目上已经坚持
了 16 年袁夺得过速度攀岩项目所有
世界大赛的冠军遥去年 10 月在厦门
举行的世界杯攀岩赛上袁30 岁的钟
齐鑫击败众多 90 后尧00 后对手袁赢
得了男子速度赛冠军袁 当时的最好
成绩为 5.49 秒袁 距世界纪录仅差
0.01 秒遥但是袁钟齐鑫曾说院野要把这
0.01 秒留到奥运会上去突破遥 冶

汪双申

赣州好男儿再破世界纪录

阿德巴约火线复出 NBA 总决赛胜负尚存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