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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赛第二阶段辽篮总结（三）

锦州斯特尔制衣有限公司开
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2100174130，发票号码 06060091，
金额 66400 元，开票日期：2018 年
12 月 18 日，发票的第二联、第三
联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招标公告
招标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

65054部队

招标项目：室内弱电设计、运

动场建设工程设计（详情了解请

登录www. plap. cn）

招标联系人：杜先生（室内）、

姚先生（运动场）

手机：18900978530（杜）

18904097596（姚）

公告有效期：2019年1月9日

至1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65054部队

2019年1月9日

在本赛季常规赛第二阶段中，
辽宁男篮取得了 15 连胜，从成绩上
来说非常完美。但是，这不意味着
辽篮没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尤其是
在进攻端，总体来看。如果辽篮能
在进攻方式的选择上更加合理一
点，那球队对比赛的掌控能力还会
上升一个层次。

辽宁男篮虽然一路奏凯，取得
了球队历史上常规赛最长的 19 连
胜，但过程却充满了艰辛。在辽篮
这波 19 连胜中，一些场次中对手因
为各种状况实力受到了削弱，有的
主力球员出现伤病，有的只能排出
单外援，还有的刚刚更换外援缺乏
磨合，这在客观上降低了辽篮赢球
的难度。但在这些比赛中，辽篮却
往往陷入“强行五五开”的怪圈。相
比而言，广东队开局 18 连胜大多数
情况下都是摧枯拉朽，甚至还有残

阵掀翻新疆队的经典比赛，综合来
看，显然还是广东队的表现更具有
说服力。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辽
篮在进攻端选择不够合理有一定关
系。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常规赛前
11 轮辽篮场均出手三分球 28.7 次，
命中10.7球；而在辽篮19连胜期间，
场均出手 30.6 次，命中 11.1 球。换
句话说，辽篮每场比以前多投了两
次三分球，但命中率却下降了1.2个
百分点。如果说在这波19连胜里还
有什么瑕疵的话，这个数据肯定要
算一个。

本赛季，巴斯状态神勇，而且经
过一个赛季的磨合之后，与队友的
默契程度也大为提升，再加上韩德
君保持健康的状态，李晓旭也能提
供稳定的进攻火力，辽篮的内线组
合在联盟中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很

多赢球场次里，辽篮都是依靠内线
压制住对手之后，才打开的局面。
可以说，辽篮本赛季能在开局那么
困难的情况下没有掉队，内线实力
的提升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在第二阶段的比赛里，辽
篮却没有完全开发出内线优势，反
而增加了外线出手的比例。问题
是，辽篮外线的主要攻击点哈德
森、郭艾伦等人，近期三分球命中
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从数
据上来看，在与广东队比赛之后，
辽篮连续 5 场比赛的三分球命中率
都在 30%以下，这确实不是强队应
有的表现。所以说，连胜是一件让
人高兴的事，但是既然辽篮的终极
目标是卫冕总冠军，那就需要根据
球员状态来调整进攻的方式，让比
赛打得更加合理，为季后赛奠定良
好的基础。

辽篮进攻方式应更加合理
本报记者 李 翔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1
月 10 日到 1 月 13 日，本赛季中国
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第四站比赛
在北京举行，这也是中国杯系列比
赛的最后一站，接下来2月下旬将
进行总决赛。

经过改制的中国杯精英联赛
涌现了很多年轻运动员，本站比赛
中，13 岁的北京小将王晔也让人
眼前一亮，她首次参加精英联赛，
便在女子 500 米和 1000 米两个项
目中闯进 1/4 决赛。2004 年出生
的小将张添翼也是本赛季第一次
参加中国杯比赛，他也在男子 500
米和 1000 米中进入 1/4 决赛的争
夺。年轻运动员有拼劲，但也容易
出现失误。2018 年平昌冬奥会
上，中国短道速滑队曾备受判罚困
扰，本赛季的中国杯联赛尤其注重
犯规的判罚，很多运动员表示，和

之前相比，今年的国内联赛，裁判
员执法明显更加严厉，更加与国际
接轨。但这种严格要求让运动员
反而感觉“挺好的”，因为“出去参
赛适应性增强了”。

国家队的队员们本赛季也分
批次参加了国内联赛，这种练兵同
样收获多多。“前三站世界杯比赛，
我们的队伍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尤
其是年轻选手发挥出一定水平和
能力，但比赛中失误也不少。”中国
短道速滑国家队主教练李琰表示
过去运动员犯规往往出现在争夺
名额的关键时刻，但现在有不少人
犯规出现在五六名位置较量上，

“这样的犯规就很没有必要了，它
反映出运动员平时训练的不良习
惯和心态。”李琰说，她希望队员在
日后训练和比赛中能不断磨炼自
己。

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北京站

严格判罚 和国际接轨

赢了一个菲律宾队有什么可高兴
的？哪怕是国足在 2019 亚洲杯中已
经小组两连胜昂首出线了，舆论中这
样的论调仍然不少。输球是水平低
劣，赢球是胜之不武，国足似乎永远都
是以负面角色出现。这种想法当然是
不对的，尽管国足的实力水平与大家
的期待有差距，但这场精彩的3∶0确实
是拼出来的，这样的胜利应该得到大
家的喝彩，更何况，国足现在全无压
力，小组赛最后一战面对韩国队，把包
袱完全抛给了对手。

国足主教练里皮明确表态，小组
赛最后一战，国足将实施轮换，“那些
有伤在身的、已经领到黄牌的，都将不
会出战。而那些在第一、第二场比赛
中还没有出场过的球员，将会获得机
会。”国足采取轮换制，有主动的原因，

也有被动的因素。
被动的因素里，首先就是武磊的

受伤。在与菲律宾队比赛中，武磊在
首轮与吉尔吉斯斯坦队比赛中所受的
肩伤显然有加剧的迹象。这几天一直
通过吃药、打封闭的手段坚持训练和
比赛。从社交媒体上武磊赛后赤膊坐
在休息室里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武磊
左肩鼓起一个大包，X 光照片就更加
明显，肩关节两块骨头之间有很大的
缝隙，有骨科专家给出诊断，这叫“肩
锁关节脱位三度”，理论上应该手术治
疗。从前线传回的消息看，在 1 月 13
日的国足恢复训练中，武磊因伤连最
基本的转肩动作都无法完成，摆臂也
大受影响。1月16日与韩国队这场小
组赛，武磊是肯定不能上场了，据了
解，上海上港俱乐部的医务组长巴西

人埃杜拉尔多，已经飞赴阿联酋增援
国足，专门负责武磊的康复工作，目的
就是：一希望武磊能赶上亚洲杯淘汰
赛；二希望早诊断早治疗，把缺阵中超
联赛的时间压到最低。

除了武磊之外，像郜林、冯潇霆等
球员也可能不再被安排首发出场。对
中国队而言，小组第二出线的话，将与
A 组的第二名争夺进入八强的席位，
如果跨过这一关，将与 D 组的第一名
交锋争夺进入四强的席位，D 组第一
名无疑会是伊朗队。如果以小组第一
出线，则将与某个小组的第三名较量，
如果闯过这一关，则将与 E 组的第一
名交锋，有可能是沙特队或者是卡塔
尔队。其实无论对手是谁，伊朗队也
好、沙特队也罢，对中国队来说难度都
是一样的。所以说，中国队既然已经

小组出线，拿不拿小组第一，并不是特
别重要的事。

对韩国队来说可能不太一样，同
样是两连胜，竟然还被净胜球和进球
数都占优的中国队压着一头，最后一
战甚至打平都是中国队小组第一，韩
国队肯定想击败中国队，当然里皮也
说了“下一场肯定还是要赢下比赛”的
豪言。

其实不管输赢如何，中国队最应
该延续的是与菲律宾队那场比赛中展
现出来的拼搏精神，韩国队肯定实力
比我们强，但只要大胆拼对手，中国队
绝对也有机会。以“中国二队”迎战孙
兴慜，首先就是一种精神动力，再加上
里皮在用人上和战术上的调整，中国
队应该相信自己，像这样轻松上阵与
韩国队交手的机会以往可不多见。

战韩国队国足将轮换阵容
本报记者 黄 岩

亚洲杯开赛以来，让人们看到
了亚洲足球新生势力的成长。平均
年龄 24.3 岁的伊拉克队表现不俗，
小组赛两连胜后已经出线，令人刮
目相看。

伊拉克队表现最出色的球员，当
属阿里，在与也门队的比赛中，他的横
向盘带如入无人之境，摆脱三人后杀
出重围，禁区外抽射破门。这也是阿
里在连续两场小组比赛中都有进球。
如果按照他的报名资料来看，出生于
2000年6月的阿里成为参加亚洲杯00

后球员中进球第一人。
但随后有媒体爆料，此阿里实际

出生于 1997 年，他现在使用的是自
己弟弟的名字和出生日期。此阿里
并非彼阿里，具体情况，还需要亚足
联核实。不管是 2000 年出生还是
1997年出生，都很年轻，在这个年龄，
在亚洲杯上演这么精彩的进球，前景
一片光明。不过伊拉克队中年轻球
员组团爆发确实是事实，与也门队的
比赛中，伊拉克队还有两名 95 后球
员破门，出生于 1996 年 12 月的雷桑

和出生于 1997 年 7 月的阿巴斯各进
一球。相比之下，伊拉克队此前任意
球绝杀越南队的阿德南，虽然只有25
岁，却好像有点老将的感觉了。

与之相比，看看国足战胜菲律宾
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郑智 38 岁，
冯潇霆和赵旭日 34岁，郜林 33岁，蒿
俊闵32岁，张琳芃、吴曦都是30岁，连
武磊和颜骏凌都已经28岁了，石柯26
岁，年龄最小的是24岁的刘洋。这套
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超过 30 岁。亚
洲杯开始前，主教练里皮就说得很委

婉，正是因为年轻球员还接不上班，所
以中国队只能以平均年龄29.6岁的最
老阵容征战亚洲杯。反观对手，越南
的平均年龄最小，几乎是以国奥队为
班底，印度队中也是青年球员居多。
韩国、日本、伊朗就更不用说了，基本
完成了更新换代，多名青年球员脱颖
而出。

亚洲杯的年轻化趋势确实值得中
国足球思考，人家20岁左右的球员已经
是国家队主力前锋，我们的23岁以下球
员还要靠政策才能上场，的确是差距。

亚洲杯年轻化趋势值得中国足球思考
本报记者 黄 岩

1 月 13 日，在全明星赛中场
休息时，进行了全明星技巧赛、三
分大赛和扣篮大赛的决赛。最
终，来自吉林队的姜伟泽夺得技
巧赛冠军，来自福建队的陈林坚
荣膺“三分王”，而来自广东工业
大学的大学生球员张健豪加冕

“扣篮王”。
技巧赛中，浙江队的程帅澎首

先出场，他的用时是31.6秒。姜伟
泽第二个出场，他三分球和传球都
是一次成功，最终用时是 26.5 秒，
也成功打破了王子瑞在 2014 年
全明星周末创造的 26.7 秒的纪
录。除了 1 万元的冠军奖金外，
姜伟泽还获得了额外的 3 万元破
纪录奖金。

三分大赛决赛水平非常高，卫

冕冠军南京同曦队的于长春得到
20 分，而来自广东队的杜润旺和
陈林坚同样得到 21 分，经过 30 秒
的加时赛，陈林坚以 11∶9 战胜杜
润旺，首度加冕“三分王”。

和前两项决赛比起来，扣篮大
赛多少让人有些失望。预赛分数
最高的上海队球员王潼在热身时
意外受伤，无奈退赛。而来自四川
队的黄荣奇和张健豪在比赛中分
别出现了一次在规定时间内没有
完成扣篮的尴尬，只得到最低的
30分。凭借第二次扣篮时一个飞
跃队友的扣篮，张健豪最终以 79
分力压黄荣奇的72分，卫冕“扣篮
王”成功。

本报记者 李 翔 13 日电自
青岛

三分大赛

陈林坚加时封王

1 月 13 日，2018-2019 赛季 CBA
全明星周末的压轴大戏——全明星赛
如期上演，南方明星队 160∶145 击败
北方明星队，来自南京同曦队的外援
约瑟夫·杨砍下全场最高的 40 分，获
得全明星赛MVP称号。

众所周知，全明星赛的娱乐气氛
浓厚，比的不是谁能赢球，而是谁更

“会玩”。从这个角度来说，本届全明
星赛算是玩出了一个新高度。今晚这
场娱乐大餐是从郭艾伦和吴前跳球拉
开大幕的。在比赛中，两支球队的主
教练郭士强和杜锋也显示出了会玩的
一面，第二节一开始，北方队派出了5
名队内身高最矮的球员：郭艾伦、吴
前、方硕、罗切斯特和李根，南方队则
很有默契地派上了队内身高最高的球
员：易建联、沈梓捷、付豪、吴冠希和王

哲林五名内线球员，双方用“后卫对中
锋”的对位打了将近两分钟，这种“最
萌身高差”也让人忍俊不禁。

大多数时间里，南方明星队和北
方明星队都本着娱乐观众的精神打
球，全场欢声笑语不断。在娱乐了大
半场之后，直到第三节后半段，两支
球队才开始稍微认真起来。尽管北
方明星队的外援穆罕默德和约翰逊
用一次次爆扣点燃了全场球迷的激
情，但南方明星队的两名外援约瑟
夫·杨和弗雷戴特显示出了神准的三
分能力，这让北方明星队始终无法缩
小分差。最终，南方明星队 160∶145
大胜，狂砍 40 分的约瑟夫·杨也力压
得到 39 分的“寂寞大神”，获得全明
星赛MVP称号。

本报记者 李 翔 13日电自青岛

南方明星队赢下全明星赛

1月 13日，云南省体育局选手王鹏宇（左一）在男子 1000米决赛中。
最终，他以1分32秒784的成绩获得冠军。

1月13日，第四届“百灵杯”世界围棋锦标赛职业组半决赛在贵州省
安顺市结束。中国选手柯洁九段执黑战胜中国选手陈耀烨九段，中国选
手辜梓豪九段执白负于韩国选手申真谞九段。这是赛事举办以来首次出
现中韩棋手争冠局面。图为柯洁（左）与陈耀烨（右）在比赛中。

柯洁申真谞杀入决赛

百灵杯世界围棋锦标赛
首次出现中韩争冠

NBA常规赛

雷霆止连败 绿军负魔术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1

月 13 日，NBA 常规赛，雷霆队以
122∶112 战胜马刺队，止住三连败
的颓势。凯尔特人队以 103∶105
客场不敌魔术队。

本场比赛，雷霆队在主场7人
得分上双，成功实现复仇。雷霆队
的乔治和威斯布鲁克上半场表现
低迷，两人 19 次投篮仅命中 4 球。
半场主队以 51∶60 落后。下半场
雷霆队加大防守强度，第三节末和
第四节初，雷霆队的施罗德爆发，
用一波 13 分和 2 个助攻的表现帮
助球队建立领先优势。此后威少
也找回手感，马刺败走俄城。

凯尔特人队第二节一度领先10
分，但魔术队在第四节以一波19∶4
的冲击波让比赛悬念重燃。比赛最
后1分钟，双方都采用犯规战术。最
后3.5秒，魔术队领先2分，凯尔特人
队掌握球权。令人意外的是，凯尔特
人队没有选择全场发挥出色的核心
球员欧文执行绝杀。随着塔图姆的
投篮弹筐而出，魔术队惊险获胜。

在当天的其他几场比赛中，活
塞队 109∶104掀翻快船队，热火队
112∶108 灼伤灰熊队，森林狼队
110∶106咬伤鹈鹕队，太阳队102∶93
击退掘金队，国王队104∶97力克黄
蜂队，爵士队110∶102制服公牛队。

错失全明星MVP

郭艾伦人气依然最高
26分、5个篮板、15次助攻，外加5

次抢断，在 13日的 CBA 全明星赛上，
郭艾伦打出了全明星级的数据。不
过，由于北方明星队不是胜利的一方，
郭艾伦遗憾地与全明星赛MVP无缘。

郭艾伦是目前国内球员中人气最
高的一位。在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全
明星周末，郭艾伦也是戏最足的一
个。在接受采访时，郭艾伦就宣称“联
哥从来不敢跟我对位”，还撂下了“我
也想低调，可人格魅力不允许啊”这样
的“狠话”。结果郭艾伦为自己的大话
付出了代价，在比赛中“惨遭”对手“群
殴”，根本不像是在打表演赛。

但在有限的表演时间里，郭艾伦
还是成功地“抢戏”，让观众看到了什
么叫“有一颗中锋心”的控卫。比赛

中，他多次与南方明星队中锋球员对
位，每次都能引得全场欢声雷动。而
郭艾伦也非常认真地防守，一会儿抢
断易建联成功，一会儿试图在篮下“血
帽”王哲林，几乎一个人包揽了全场的
笑点。而在下半场，他的“联哥”也一
点没给面子，一次在篮下生吃郭艾伦
得手，让全场忍俊不禁。“郭艾伦这是
自找的”，赛后说起这个镜头，周鹏“幸
灾乐祸”地表示。

实际上，全明星赛就是一个“秀
场”，是一个让球员彰显个性、放飞自
我的舞台。和大多数国内球员比起
来，郭艾伦具备很强的娱乐精神。正
因为郭艾伦的存在，今年全明星赛虽
然星味儿有点不足，但笑点绝对够足。

本报记者 李 翔 13日电自青岛

郭艾伦（前）在比赛中突破。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