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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赛第一阶段辽篮总结（四）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新华社提供

国家科学技术部于2010年批准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全断面
掘进机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
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工作。实验室针
对隧道施工发展要求，从产品设计、
设备制造、装配调试等不同方面，广
泛联合国内外高校院所以及相关科
技企业，开展全断面掘进机整机核心
技术研发、多系统集成技术、智能掘
进作业技术、大数据及远程运维管理
技术、掘进机与工程地质适应性基础
理论研究、切削掘进及岩石破碎前沿
基础理论研究。核心技术的应用基
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研究。实验室主
管部门为辽宁省科学技术厅，依托单
位为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2015
年12月通过国家科技部验收。

全断面掘进机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培养高层次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

人才的同时，研究制订全断面掘进
机技术标准以及产品行业标准，推
动技术扩散并建立技术储备，努力
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实验基
地，在提升北方重工集团自主研发
能力、确立行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同
时，也能够为国家解决重大科技问
题提供技术支撑，为国家宏观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

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
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全断面掘
进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将于近期
换届。现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实验室
主任，热忱欢迎广大海内外优秀专家
学者积极应聘。具体事项如下：

一、岗位职责

1.围绕科技创新总体目标，规划

实验室的科技发展战略，全面负责
实验室发展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

2. 培养和吸引优秀学术带头人
和青年学术骨干，构建在国内外有
较大影响力的创新研究团队；

3. 组织承担国家（含国际合作）
重大、重点科技项目，取得一批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标志性科技成果；

4. 促进实验室研究工作与多学
科的交叉融合，加强实验室的对外
学术交流，提升实验室在国内外的
知名度。

二、招聘条件

1.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研
究方向限于实验室现有研究领域），
身心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能
够全职在实验室工作；

2. 具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和较高
的国内外知名度，在本实验室的相
关学科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
取得过同行公认的重要学术成果，
具有学术影响力；

3. 能够准确把握国家战略需求
和学科发展方向，具有战略性构想
和创新性思维，能带领实验室在基
础前沿领域取得突破；

4. 具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优秀
的管理能力，具有从事重点实验室
或其他高水平科研机构管理工作的
经验；

5.具有良好的团结协作能力，注
重学术梯队建设，注重高水平人才
的培养和聚集，注重提高实验室科
技创新活力和国际化水平，并能带
领实验室团队协同攻关，取得重大
研究成果；

6.能充分发挥实验室品牌效应，
在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核心竞争力
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实验室在学科、
领域和行业产业中的美誉度与影响
力；

7.实验室主任聘任期为5年，连
任原则上不超过两届。

三、招聘方式及程序

1.应聘者请提供下列材料（需本
人亲笔签名并承诺对材料的真实性
负责）：

(1)个人基本情况、姓名、性别、
出生年月、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
务、最高学历、主要工作经历、目前
从事的研究领域、主要学术成就、国
内外重要学术兼职、联系方式（办公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Email、邮 寄 地

址）、电子版登记照片1张等。
(2)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职称及

获奖证书复印件。
(3)代表性研究成果简介。
(4)本人应聘后工作设想及预期

目标。
2. 应聘材料请于 2018 年 12 月

14日（周五）前送至或邮至北方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全断面掘进机国家重
点实验室，同时发送一份电子版。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薇
联系电话：024-25802615
电子邮件：15998259118@126.com
通信地址：沈阳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开发大路16号
邮编：110141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
全断面掘进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公告

在常规赛开打之前，辽宁男篮
主教练郭士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首先第一个目标，就是常规赛
结束之前能够进前四名。”这并非郭
士强刻意低调，以辽篮的阵容，如果
全员齐整，当然可以拼一下常规赛
冠军。但在多名主力出现伤病的
情况下，前四名是一个比较现实的
目标。而从前 15 轮来看，辽篮想要
确保常规赛前四名，还是有一定压
力的。

目前在积分榜上，广东队一骑
绝尘，领先第二名达到 2.5 个胜场，
只要易建联、周鹏、赵睿等主力球员

不出现严重伤病，获得常规赛冠军
没有任何悬念。而从第二名浙江广
厦队到第 11 名广州队，形成了阵容
庞大的第二集团，常规赛前四名不
出重大意外肯定会从这些球队中产
生。如果再缩小范围，广厦、上海、
北京、新疆和深圳队将是和辽篮争
夺前四名的主要竞争对手。想要获
得一个相对有利的排名，辽篮在常
规赛结束时，必须确保把其中至少
三支球队挡在身后。

这其中，广厦队是一支非常稳
定的强队，他们在常规赛期间面对
中下游球队时表现出的统治力，是

辽宁男篮所欠缺的。广厦队能够连
续两个赛季常规赛排名在辽篮之
前，并非偶然，想要把他们挤出前
四，几乎没有可能。而老牌劲旅新
疆队则是一个变数，从人员上来看，
新疆队可以排出多达11人的轮换阵
容，阵容厚度完全可以和广东队媲
美，目前的战绩和排名显然是和他
们的豪华阵容不相匹配的。如果能
够理顺内部关系，再加上超高的主
场胜率，四强或许都不是新疆队的
目标。

实际上，广东、广厦、新疆和辽
篮是大多数球迷心目中的常规赛

四强候选，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球
队没有机会。从第一阶段比赛来
看，北京队是最有希望“抢班夺权”
的一个。场均失分仅有 91.8 分，北
京队坚固的防守让任何一个对手
想要战胜他们都极其困难，在阵容
不整的情况下打出的九连胜更是
让人刮目相看。而上海队和深圳
队在前 15 轮也都显露出了黑马潜
质，这进一步加大了辽篮争夺前四
名的难度。

实事求是地讲，即便是考虑到
伤病的因素，辽篮目前 11 胜 4 负的
战绩，也只能说中规中矩，谈不上

有多出色。在郭艾伦、李晓旭、刘
志轩等主力相继复出之后，辽篮近
期的四连胜具备一定的说服力，毕
竟广州、深圳和福建队目前都处在
季后赛区。可以说，“完全体”的辽
篮会比现在更有战斗力，但这并不
意味着球队不会阴沟翻船。随着
比赛的推进，留给辽篮犯错的空间
会越来越有限。上赛季是总冠军，
不代表这个赛季辽篮随随便便就
能保证常规赛前四名。现在的形
势，辽篮已经不再是“保四”而是

“争四”，这一点，球队必须有相应
的心理准备。

强敌环伺

辽篮不是“保四”而是“争四”
本报记者 李 翔

易建联是腿上缠着绷带来参
加 这 次 中 国 男 篮 的 集 训 和 比 赛
的，但易建联说：“最主要的精力
还是要放在比赛上，伤病大家都
有，不是我一个人要克服伤病。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舒舒服服地打
比赛，伤病也是篮球备战的一部
分，我会尽量让自己找到状态去
比赛。”

备战时间紧，易建联也谈到了
这个问题：“如果说磨合，可能训练
时间还是太短了。针对比赛的话，
我们肯定是会磨合。但防守、进攻
上多多少少都会出些问题，这些问
题最主要还是在场上通过积极性
去解决吧，因为不可能一场比赛两
天训练就能解决，对手是一个强
队，通过这场比赛首先调动积极
性，通过大家共同努力，先争取把
比赛打好。”

易建联说：“红蓝两队合并，标
志着世界杯的备战进入倒计时阶
段，大家都有一种紧迫感，现在所
有的训练和比赛，都是为了明年的
世界杯，我们大家都尽可能快地去
解决、磨合、适应新教练的打法和
思路。”

易建联：
用积极性化解问题
本报记者 黄 岩

11 月 29 日，中国男篮将会迎
来世预赛窗口期与叙利亚队的比
赛，这是中国男篮红蓝两队合并之
后 的 第 一 次 公 开 亮 相 。 与 此 同
时，这也是李楠正式执教中国男
篮后的首场比赛，也标志着国家
队进入备战 2019 年世界杯的最后
阶段，作为主教练，李楠自然觉得
压 力 很 大 ：“ 责 任 越大压力就越
大，我会督促自己更努力的工作，
去了解球员，用最快的时间和球
员、球队融合。”

不过对中国男篮来说，打好这
场比赛也许并不容易，伤病问题就
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28日下午
的训练提前结束，就是考虑有些球
员有伤在身。“这次我们有伤病的队

员还是比较多，其次球队磨合的时
间也比较短。”李楠说，“但我希望球
员们能够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参加
比赛。”

伤 病 确 实 是 客 观 存 在 的 困
难，赵继伟、赵睿等人也因为伤病
而缺席，这令球队的整体实力被
削弱了不少。加之这并非赛会制
的比赛，球队合练的时间非常短，
想要打出人们期待中的发挥，其
实也颇有难度。在谈到对于本场
比赛的期待时，李楠说道：“伤病
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期望我们
能够打好，因为是合并后的第一
次亮相，所以在作风上我们要以
全新的精神面貌去打好，技战术
层面我们要尽量做到流畅，推速

度、抓转换，让我们的投手有更多
投篮的机会。”

现在的比赛，其实都是以考
察球员、锻炼球员为出发点，李楠
透露，这个窗口期将重点考察中
生代球员。“这个窗口期我们还是
想考察中生代球员，甚至更年轻
一点的球员，看看他们在国家队
提高之后，在联赛中是不是依然
有很好的发挥，然后回到国家队
之 后 ，再 有 更 上 一 层 楼 的 发 挥 。
亚运会打完之后，我们也给队员
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李楠为国家队制定的技术方
向是向欧洲篮球学习，目前已经
有计划未来将球队带到欧洲进行
特训。“中国队应该跟随世界篮球

的脚步，去打小球、去打速度，向
世界强队去靠拢，甚至是超过他
们。”之前一天进行的世预赛测试
赛当中，李楠就将郭艾伦、吴前、
阿不都沙拉木、易建联和周鹏放
在了先发阵容当中。这套阵容的
机动性非常强，且每个人都能投
篮、都能完成无限换防。或许在
29 日的比赛中，这也会是中国男
篮的先发阵容。

具体说到叙利亚队，李楠说：
“我看了叙利亚队之前的录像和比
赛，他们有西亚队的特点，身体好、
速度快、篮板球好，打得比较凶，但
在具体技术细节处理上没有欧洲
球队那么成熟，他们还是比较有特
点的球队。”

不拿伤病当借口

李楠：希望球员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参赛
本报记者 黄 岩

这次是中国男篮红蓝两队合并
后的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关注度自
然很高。之前是两支球队分别打

比赛，现在是合二为一，首当其冲
便是磨合问题。郭艾伦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我觉得时间很紧，因

为从进攻到防守都要完善，毕竟大
家都是第一次合练打比赛，对于我
们队员来说挑战还是很大的。最

近几天，大家积极性很高，从精神
状态、身体状态和对比赛的投入态
度上都非常好，都想把这个比赛打
好。”

对所有的国家队队员来说，现
在等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只有用
最好的比赛表现去争取才能进入
明年世界杯的国家队名单。郭艾
伦也是这么看的，他说：“大家都在
接受新的技战术。我们都是职业
运动员，应该做好迎接这个挑战的
准备。我们是球员，能入选国家队
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至于伤
病、疲劳等问题，我认为应该更多
以团队为主，克服自身的问题，为集
体多作贡献，自己身上的问题可以
忽略不计。”

红蓝合并也意味着世界杯越来
越近了，郭艾伦虽然被认为入选最
后阵容几无悬念，但同样也会觉得
时间紧任务重：“确实是，明年在家
门口打这种世界大赛，对于我们这
一代人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同时
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随着世界各
国篮球水平的越来越强，我希望通
过我们球员的集训和比赛，每一天
都能提高自己，更好地迎接明年的
大赛。身为国家队的一分子，我也
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继续提高
自己的水平和能力。”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11 月
27 日晚，正在备战男篮世界杯预选
赛的中国男篮与上海队进行了一
场测试赛。最终，中国男篮 98∶67
击败了没有外援的上海队。胡金
秋得到全场最高的 16分，郭艾伦则
贡献10分。

这次世预赛窗口期，是中国男
篮红蓝两队合并后第一次公开亮
相，球队将于 11 月 29 日和 12 月 2
日分别与叙利亚队和黎巴嫩队交
手。其中，与叙利亚队的比赛将在
2019年男篮世界杯 8个分赛场之一
的上海进行，因此中国男篮选择了
上海队作为最后的热身对手。在
这场比赛中，中国男篮的 12人大名
单为易建联、王哲林、胡金秋、沈梓
捷、阿不都沙拉木、周鹏、翟晓川、
郭艾伦、吴前、孙铭徽、胡明轩、赵
岩昊。如果不出意外，这也将是中
国男篮 29 日与叙利亚队比赛的大
名单。

男篮测试赛击败上海队

世预赛12人
大名单浮出水面

郭艾伦 有挑战才有提高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郭艾伦（持球者）在对阵北京队比赛中。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斯诺克
英国锦标赛27日揭幕，中国选手丁俊
晖在首轮比赛中以6∶1轻取波兰选手
斯蒂凡诺，晋级64强。

丁俊晖当天比赛状态平平，但面
对世界排名第125位的斯蒂凡诺还是
顺利过关。

丁俊晖下一轮将对阵世界排名
第60位的英格兰选手塞尔特，后者当
天淘汰了中国选手张勇。

英国锦标赛与在中国举行的国
际锦标赛、世界锦标赛和大师赛并称
世界斯诺克四大赛。

英锦赛首日
丁俊晖晋级

11 月 27 日，在 NBA 联赛常规赛
中，洛杉矶湖人队客场以85∶117不敌
丹佛掘金队。这是湖人队球员詹姆
斯在比赛中。

湖人不敌掘金

11月27日，在欧冠联赛G组第五
轮比赛中，西甲皇家马德里队客场以
2∶0战胜意甲罗马队。这是皇家马德
里队球员马塞洛在比赛中停球。

皇马胜罗马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据美国
媒体 27 日报道，NBA 金州勇士队核
心库里腿伤已痊愈，复出在即。

库里本月初大腿受伤，缺席了10
场比赛，在这10场比赛中勇士输了五
场。几天前库里还卷入一场交通事
故，好在没有大碍。如果不出意外，
库里会在 29 日客场对阵全联盟战绩
第一的多伦多猛龙队的比赛中复出。

库里复出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