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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球迷十分不舍，但在非凡
12 亚洲篮球超级联赛结束之后，梅
杰里和辽宁男篮的缘分暂时告一段
落。辽宁男篮即将迎回本赛季续约
的大外援巴斯。

比赛中梅杰里不惜飞身救球，轻
伤不下火线，一个“临时工”会这么
拼？确实很难让人相信。一些球迷
坚信，辽篮是准备和梅杰里签约的。
更何况，仅通过4场比赛就和球队产
生良好的化学反应，说明梅杰里就是
适合辽篮的大外援。

但事实恐怕会让人失望，梅杰里
与辽篮签的是一份短约，想要延长这
份合同并不容易。一方面，以梅杰里
的实力，他还有在NBA或者欧洲联赛
找到工作的可能，水平相对低的CBA

不在他的短期计划之内。另一方面，
在过去两个赛季，巴斯已经得到辽篮
的认可，其技术特点很好地弥补了球
队的短板，辽篮新赛季的计划有巴斯
的一席之地，而俱乐部也没有在新赛
季储备三外援的打算。所以，无论是
用梅杰里替代巴斯，还是辽篮签下他
当第三外援，目前来看都不现实。

不过，暂时没有可能，不代表未
来没有变数。韩德君预计10月上旬
才可以恢复有球训练，何时能复出打
比赛尚属未知。而且，辽篮目前五号
位人员储备严重不足，这将是辽篮新
赛季最大的隐患。一旦韩德君被伤
病困扰，或者巴斯状态出现明显下
滑，一个身高超过 2.10 米的中锋，或
许就是辽篮更加需要的大外援。

梅杰里真比巴斯更适合辽篮？
本报记者 李 翔

主场 2∶4 负于黑龙江队这场比
赛，对辽宁沈阳宏运队来说可能是个
转折点。

本赛季中甲联赛还剩4轮，排在
辽足身后的上海申鑫队可以说已经
锁定了直接降级名额。辽宁队的情
况，一是不太可能直接降级，二是想
追上倒数第四的四川队也几乎无望，
这意味着直接保级也很困难。所以，
现在再不开始研究中甲中乙升降级
附加赛的问题，恐怕会贻误备战。

上周末，沈阳城市队在主场战胜
宁夏火凤凰队后，成为第一支晋级下
赛季中甲联赛的乙级球队。中乙联
赛分为南北两区，共有32支球队，按
照规则，分区冠军直接获得中甲联赛
参赛资格，沈阳城市队在联赛还剩1
轮的情况下领先第二名4分，以北区
冠军的身份冲甲成功。中乙南区冠
军的争夺目前进入白热化，成都兴城
队和苏州东吴队同积 64 分，成都兴
城队以净胜球优势排名首位，最后一
轮比赛，成都兴城队客场挑战排名垫
底的云南昆陆队，只要击败对手就可
以冲甲成功。

不过今年的情况是，中乙联赛前
三名都将直接升级，而中乙前三名的
确定方法也与往年不同，之前几个赛
季，中乙前八名的名次通过总决赛决

出。本赛季的规则是，由北区排名第
二和第三的球队与南区排名第二、第
三的球队通过主客场交叉对决产生
第三到第六的名次。中乙联赛第三

名直接升级后，中乙第四名和中甲第
15 名、中乙第五名和中甲第 14 名再
进行升降级附加赛。目前中乙北区
排名第二的是河北精英队，排名第三
的是泰州远大队，排名第四的是淄博
蹴鞠队，3 支球队的积分相差无几，
最后一轮联赛决定排名。南区苏州
东吴队保二冲一，排名第三的江西联
盛队积分优势很大，已经获得排名赛
资格。这等于说，辽宁队未来的附加
赛对手将在这几支球队中产生。

辽宁队若想保级，只剩下通过主
客场附加赛击败对手这一条路可
走。打中甲中乙升降级附加赛，中甲
球队不能使用外援，本轮比赛结束
后，辽宁队主教练臧海利说了一句意
味深长的话：“我们要开始习惯没有
外援的比赛。”与黑龙江队这场比赛，
穆伦加累计黄牌停赛，辽宁队使用的
是单外援古斯塔沃，目前看来，这两
名外援本赛季的使命已经基本结
束。接下来的比赛，球队对外援的使
用时间肯定会逐渐减少，然后，“把粮
草备足，军饷发够”，才能让国内球员
背水一战打好附加赛的硬仗。

捋清中乙联赛升级规则

研究附加赛已成辽足当务之急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如
果中国三大球项目都像中国女排
这样，那中国球迷该有多幸福！9
月23日，2019女排世界杯中国女排
战胜美国女排这场比赛令人心有
感慨。

本来以为这是一场最难打的
比赛，但没想到，中国女排轻松地
以 3∶0 击败对手，前两局的比分差
距甚至有些悬殊。

中国女排能相对“轻松”地赢
下最强的假想敌，与赛前做了周密
的准备不无关系。主教练郎平在
赛后说：“比赛中有几个球打得挺
精彩的，其实我们做了打满 5 局的
准备，甚至做了 0∶2 落后时怎么打
的准备，就是要以拼搏的姿态每球
必争，我要求队员发球要有使命
感，不能怕失误而有所保守，要用
发球去冲击对手，为队友的拦防创
造机会。”

只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保持
连胜，中国女排就能够实现卫冕，
成为史无前例的世界杯五冠王。
郎平表示：“后面的比赛每一场都
是硬仗，没有说这一场赢了，下一
场就肯定能赢。我们要一场一场
去拼，遇到困难的时候心里要定。”

真要感谢武汉卓尔队，他们在广
州天河体育场啃下了广州恒大队这
块硬骨头，让本赛季中超联赛的争冠
悬念又回来了，这才是不少球迷喜闻
乐见的事情。

在中超第25轮的一场焦点比赛
中，广州恒大队在主场以0∶1输给武
汉卓尔队，与此同时，北京国安队以
3∶0轻取天津天海队，上海上港队凭
借李圣龙的绝杀球 2∶1 击败河南建
业队。广州恒大队再度输球，积分榜
前三名的差距被瞬间缩小为3分。

目前，广州恒大队在积分榜上只
领先第二名北京国安队1分，领先第
三名上海上港队3分，中超争冠形势
十分微妙。其实联赛中的名次争夺，
无非两个要素，一是自己不犯错误，
二是等待对手犯错。广州恒大队就

是自己先犯了错误，上轮比赛他们在
客场以1∶3输给江苏苏宁队，本轮再
负武汉卓尔队，之前一波 13 连胜建
立的积分优势荡然无存。

广州恒大队在中超联赛中罕见
地遭遇连败，与他们双线作战不无关
系，上周的亚冠比赛虽然涉险晋级，
但消耗了球队太多精力。从电视转
播镜头中可以看到，与鹿岛鹿角队的
比赛结束后，广州恒大队多名球员瘫
倒在球场上，甚至体能最充沛的保利
尼奥都坐在地上久久不能起身。

中超联赛还剩最后5轮比赛，三
支争冠的球队将在最后 5 轮交叉交
手，上海上港队将对阵北京国安队以
及广州恒大队，是困难也是机遇，一
场比赛的胜负就可能直接决定冠军
的归属。

中超争冠悬念又回来了
本报记者 黄 岩

作为当打之年的 NBA 级别球
员，史蒂芬森第一次代表辽宁男篮出
战就帮助球队在非凡12亚洲篮球超
级联赛夺得冠军。对于辽篮来说，这
次比赛不仅收获冠军奖杯和15万美
元奖金，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验货”。

通过本次比赛，史蒂芬森的个人
能力得到充分展示，但怎样才能让他
在球队中发挥最大的作用，也是辽篮
教练组需要仔细思考的。毋庸置疑，
史蒂芬森是辽篮历史上个人能力最
强的小外援，以目前的竞技状态而
言，29 岁的他在 NBA 谋得一份合同
应当不难，这与巅峰时在 NBA 只能

担当“饮水机管理员”的哈德森显然
不是一个级别。

面对来自菲律宾、日本和韩国的
对手，史蒂芬森得分、篮板、助攻、抢
断样样全能，强硬的身体对抗能力更
是“bug”一般的存在，可以说，通过

“非凡 12”的比赛，史蒂芬森已经显
示出成为球队领袖的实力。当然，辽
篮在本次比赛的 4 个对手除了验出
史蒂芬森的优点之外，也验出一些有
可能成为隐患的问题。

实际上，史蒂芬森的个人能力在
CBA堪称顶级，但通过“非凡12”的比
赛可以看出，对情绪的管理却非他所

长。在比赛中，他不止一次与对手出
现争执，因此吃到技术犯规。作为球
队进攻的重点人选，史蒂芬森受到对
手重点照顾应在意料之中。尤其到
了CBA赛场，一旦对位的对手试图用
一些非常规手段激怒史蒂芬森，而裁
判又不能及时做出对他有利的判罚，
以史蒂芬森的脾气，怕是要吃亏。

更须引起注意的是，在赛场上，史
蒂芬森偶尔会出现和对方“较劲”的情
况，手感越不好越要投超远三分，对方
收缩越大越要强行突破。包括22日
的决赛，史蒂芬森个人数据非常漂亮，
如果不是他在比赛中出现一些不合理

的进攻选择，对手或许无法把比赛悬
念拖到最后。史蒂芬森的这种行为，
人们往往称为“上头”，偏巧辽篮主力
控卫郭艾伦也是一位容易“上头”的球
员，如果两个人在场上都这么打球，那
确实是一件麻烦事。

不过，球迷也不必太过担心，史
蒂芬森除了拥有爆炸的身体素质，篮
球智商也很高。怎样帮助史蒂芬森
控制情绪，更聪明地打球，并且制定
更加合理的战术，让他融入辽篮全队
的攻防体系，最大限度地帮助球队，
将是未来一段时间辽宁男篮教练组
的重点课题。

“非凡12”为辽篮“验货”

史蒂芬森的情绪管理是个新课题
本报记者 李 翔

创立于2017年的非凡12亚洲篮
球超级联赛如今已满“三周岁”，此前
两届比赛，来自 CBA 的浙江广厦队
和广州队曾分别杀入决赛，但都输给
来自日本联赛的球队，与冠军失之交
臂。本次辽宁男篮夺冠，成为第一个
获得该项赛事冠军的 CBA 球队，也
弥补了中国篮球的一个遗憾。

作为一项新兴的亚洲篮球俱乐
部赛事，“非凡 12”3 年来迅速成长。
而赛事创始人马特还透露，他正在考
虑明年继续为这项赛事升级，即各个
国家的俱乐部将利用联赛的窗口期，
以主客场形式进行前期的小组赛，然
后在夏天的休赛期里再聚到一个地

方进行最后的总决赛。这个模式非
常类似于目前的欧冠篮球联赛，尽管
操作起来还需要与各国篮协进行协
调，但这项赛事的未来令人憧憬。

首度参赛就能夺冠，这样的结果
对辽宁男篮和“非凡 12”来说可谓双
赢。受邀参加非凡12亚洲篮球超级
联赛之后，辽篮抱以极大的热情，派
出了最强阵容，对待比赛的态度非常
认真。反过来，辽篮的参与让本次赛
事受到空前关注，这也让“非凡 12”
受益良多。考虑到辽篮强大的影响
力和票房号召力，明年的非凡 12 亚
洲篮球超级联赛，人们有望看到辽篮
以卫冕冠军的身份继续出战。

“非凡12”未来或升级

辽篮有望继续参赛力争卫冕
本报记者 李 翔

赢得干净利索 中国女排七连胜

9月22日，在本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比赛中，利物浦队客场以
2∶1战胜切尔西队，以全胜战绩领跑英超。图为利物浦队球员马内（左）与切
尔西队球员阿斯皮利奎塔拼抢。

利物浦队强势领跑英超

9月23日，中国队球员朱婷（左）在比赛中扣球。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新华社提供

接下来的比赛，辽宁队将减少对外援的使用。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