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4日 星期一

编辑：傅淞巍 视觉设计：张 丹 校对：张庆生体育新闻
TIYUXINWEN

08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刚过
去的这个周末，中乙联赛三四名决战
尘埃落定，最终苏州东吴队获得中乙
联赛第四名，这样一来，苏州东吴队
成为辽足附加赛的对手。11月6日下
午2时30分，辽足将在沈阳铁西体育
场迎来与苏州东吴队的首回合比赛。

中甲联赛最后一轮与中乙三四
名第二回合比赛，都在 11 月 2 日进
行，中甲统一开球时间是下午2时30
分，中乙苏州东吴队与泰州远大队的

比赛从下午 3 时开始。对于辽足来
说，与呼和浩特队的客场比赛意在锻
炼本土阵容，对最终的名次没有任何
影响，最后辽足以0∶1输掉了比赛。

苏州东吴队与泰州远大队的比
赛令辽足牵挂，结果泰州远大队在主
场经过加时赛和点球大战击败了苏
州东吴队，获得中乙第三名。泰州远
大队拿到直通中甲的名额，苏州东吴
队获得中乙第四名。按照规定，中甲
排名倒数第二的辽足，在附加赛对阵

中乙第四名，辽足将与苏州东吴队进
行两回合附加赛。

根据时间安排，辽足的赛程为先
主后客：11 月 6 日下午，辽足将在沈
阳铁西体育场与苏州东吴队进行首
回合比赛；11月10日，辽足将在客场
与苏州东吴队进行第二回合比赛。
苏州东吴队今年获得中乙第四名，证
明了自身实力，值得一提的是，在中
乙联赛射手榜上，苏州东吴队的3名
攻击手谭福成、吴宇帆、龚正分别打

进 15 球、12 球、11 球，3 人包办了球
队总进球数一半还多。

足协杯上，苏州东吴队也有不俗
表现，2018年足协杯第三轮，他们以
2∶1 淘汰了后来冲超成功的深圳佳
兆业队；2017年足协杯第四轮，苏州
东吴队与上海上港队的比赛持续到
点球大战，最终憾负。辽足与苏州东
吴队最近一次交手是在2014年足协
杯第三轮，当时苏州东吴队在点球大
战中以4∶2战胜辽足。

附加赛对手正式确定

本月6日辽足主场迎劲敌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从
1981年第一次开跑，经历了38年的岁
月，北京马拉松逐渐成为中国最富有
感召力的精英赛事，成为当之无愧的
中国马拉松“领头羊”，因此也有着“国
马”的称号。

11 月 3 日，2019 华夏幸福北京马
拉松上演精彩一幕，经过 2 个多小时

的争夺，肯尼亚选手马修·基索里奥以
2小时 7分 06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冠
军，创造了新的北京马拉松纪录。

中国选手杨绍辉第七个冲过终
点，成为本届北马跑得最快的国内选
手，获得国内组冠军。

女子组方面，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科比德以 2 小时 23 分 31 秒的成绩摘

得女子组冠军，中国姑娘李芷萱获得
北京马拉松女子组第二名，成绩是 2
小时 29分 06秒，这是她第三次跑进 2
小时30分以内。

组委会提供的官方手册显示，今
年受邀参赛的精英选手中，有 9 名男
子选手的最好成绩在 2 小时 10 分以
内，高水平选手之间的竞争让今年的

北马整体提速，最终才有了北马新赛
会纪录的诞生。

除了精英选手之外，众多马拉松
爱好者的参与也是北马发展壮大的重
要原因，今年北马的热度持续攀高。
据统计，在预报名期间共有165704名
跑友参与，相比去年增加了53911人，
增幅达48%，足见跑友参与热情之高。

九名顶尖好手参赛 北京马拉松刷新赛会纪录

尽管詹姆斯由于年龄和状
态的原因离开球队，但辽宁球迷
喜欢詹姆斯，詹姆斯也在继续关
注辽足，辽足征战保级附加赛在
即，记者通过辽足俱乐部采访了
詹姆斯。詹姆斯表示，他坚信辽
足能闯过这一关。

离开辽足后，詹姆斯回到了
赞比亚，他表示，目前他仍在赞
比亚职业足球联赛踢球。詹姆
斯说：“我要感谢辽宁球迷，感谢
他们始终关心我和我的家人。
我目前依旧活跃在职业赛场，加
盟了家乡的一支球队，目前已经
踢了 7 场比赛，我在这 7 场比赛
中打进5球。”

回国之后，詹姆斯并没有切
断和辽足的联系，他说：“我一直
与我的队友和俱乐部管理层保

持联系，从他们口中，我了解到
辽足的情况，辽足的每一场比赛
我都会通过网络观看。”詹姆斯
还知道，辽足今年的阵容以年轻
球员为主，即将面临两场保级附
加赛。

当被问到想给辽足球员哪
些建议时，詹姆斯说：“辽足马上
要参加附加赛了，我为我的兄弟
们祈求好运。我相信这些年轻
人，上个赛季我和他们一起踢过
预备队的比赛，因此对他们有一
定的了解。我相信这些小伙子
有能力帮助球队顺利保级。他
们都是好球员，我给他们的建议
就是要相信自己。对于一直关
心和支持我的辽足球迷，我永远
不会忘记你们，希望在你们的支
持下，辽足能渡过难关。”

詹姆斯：我祝辽足好运
本报记者 黄 岩

11 月 4 日，辽宁男篮将在主场迎
战浙江广厦队，这是辽篮新赛季的第
一个主场。由于比赛前要举行杨鸣的
球衣退役仪式，本场比赛的跳球时间
安排在晚上8点。无论是避免新赛季
开局遭遇连败，还是给主场球迷带来
欢乐，辽篮都须全力争胜。

辽宁男篮目前的状况并不让人乐
观：一方面，韩德君和郭艾伦都是刚刚
复出，从揭幕战不难看出，两个人的身
体都不在最佳状态，他们与全队也明
显缺乏磨合；另一方面，辽篮刚经历了

揭幕战失利和丛明晨重伤的双重打
击，能否及时走出心理阴影尚属未
知。更让人担心的一点是，史蒂芬森
与郭艾伦如何分配球权的问题，并没
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复盘与广东队的比赛，当第二节
辽篮由郭艾伦主导进攻时，首节独得
9 分的“师弟”就进入“隐身”状态；第
四节郭艾伦在场下的时候，史蒂芬森
连得 9 分，直接打停了对手。这足以
证明，此前人们担心的“师弟”与郭艾
伦如何共存的问题，的确不容小视。

当“师弟”和郭艾伦同时出场时，辽篮
在进攻端往往陷入停滞，反而是各自
单独带队时，辽篮屡屡打出精彩配合。

这固然有郭艾伦与史蒂芬森缺乏
合练的客观因素，但深层次的原因在
于两人的打球风格比较类似。这意味
着，郭艾伦与史蒂芬森的球权分配将
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辽篮很难在
一夜之间解决，只有通过比赛和平时
的训练逐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浙江广厦队恰想利用辽篮有待磨
合之机，在 4 日的比赛中占据上风。

尽管本赛季浙江广厦队失去了林志
杰，但该队的快攻能力仍令辽篮忌
惮。该队球员胡金秋在新赛季首战砍
下 28 分、13 个篮板的数据，和雷诺兹
比起来，他更像是“大外援”。在以往
与辽篮比赛时，胡金秋便总有出彩表
现，如何在内线压制住胡金秋，将是辽
篮赢球的关键。

辽篮新赛季首个主场不容有失

“师弟”与郭艾伦共存问题亟待解决
本报记者 李 翔

在辽宁男篮从广东返程的路
上，球队的气氛沉闷而压抑。最主
要的原因并不是揭幕战输球，而是
丛明晨的受伤。谁都没有想到，刚
刚迎回伤愈复出的韩德君，辽宁男
篮就又要面对恼人的伤病。

这个时候，叹息或指责都已经
无济于事，辽篮需要做的就是马上
采取措施，把丛明晨缺阵带来的消
极影响降到最低。无论对于辽篮
还是丛明晨本人，这次伤病都来得
很不是时候。一方面，丛明晨在休
赛期的表现让人们对他的表现寄
予很高期待；另一方面，随着史蒂
芬森的到来，辽篮原有的三号位人
员重新洗牌，贺天举倾向于被改造
成空间型四号位，刘志轩则更多时
候要回归后卫线，三号位的主要轮
换球员，只有丛明晨一个。

随着丛明晨短时间内很难重
返球场，本赛季余下的比赛，辽篮
将不得不对刚刚调整完毕的阵容
进行再次调整。丛明晨缺阵，辽篮
的阵容将会产生连锁反应。首先，

“一年级新生”刘雁宇肯定会进入

12 人大名单，CBA 首秀时间或许
提前。其次，贺天举不太可能再专
心于四号位，更多的时间还是要兼
顾三号位，以保证球队的场上平均
高度。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点，就是郭旭的战术地位将会得到
提升。作为丛明晨的同龄人，郭旭
的个人能力其实没有太大问题，缺
少的只是比赛经验和成熟的心理，
如果他能在进队的第四年真正成
长起来，那将是辽篮三号位最大的
收获。

其实，不光是郭旭，辽篮外线
需要有更多的投手站出来。与广
东队的比赛，外线表现最稳定的
就是丛明晨，在受伤离场之前，他
在三分线外两次出手全部命中，
这也让人们对他的受伤格外痛
惜。由于史蒂芬森有着极强的突
破能力，本赛季辽篮外线必然会
获得更多的空位机会。对于辽篮

“射手群”来说，当机会出现的时
候牢牢把握住，并且帮助球队赢
球，将是对病床上的丛明晨最好
的安慰。

丛明晨重伤引发辽篮变阵
须有更多外线投手站出来
本报记者 李 翔

辽宁VS广厦导视
DAOSHI

今日19时35分

辽宁卫视体育频道直播

11月 3日，在 2019 国际羽联世界巡回赛澳门公开赛男双决赛中，中
国组合李俊慧/刘雨辰以 2∶1战胜队友黄凯祥/刘成，获得冠军。这是李
俊慧/刘雨辰（右）在比赛中回球。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新华社提供

澳门公开赛

李俊慧/刘雨辰获男双冠军

杨旭是当年辽足“双子星”之一，
目前在国足备战与叙利亚队的客场
比赛，他所在的天津天海队也正承受
着保级压力。作为辽足培养出来的
优秀前锋，杨旭对辽足参加中甲中乙
升降级附加赛的形势非常关心。

杨旭说，他知道老东家辽足在
中甲面临附加赛的残酷竞争，“其
实我一直在关注辽足的比赛，也经

常与辽足的队友通过微信聊天，大
家对保级都充满信心，球队也着手
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为了备战附
加赛，球队后几轮以全华班出战，
张 野 的 回 归 也 对 球 队 有 很 大 帮
助。我当然希望辽足能留在中甲，
这样明年又会出现辽沈德比，对沈
阳的球市很有帮助。”

至于有什么经验和心得体会分

享给曾经并肩作战的队友，杨旭表
示：“保级战的关键就是比谁更有耐
心，谁更少犯错误，如果能以平常心
去面对，反而会有更好的效果。臧海
利踢球时就是个好队员，现在作为主
教练，肯定会把他的经验传授给队
员，祝辽足好运！”

接受记者采访时，杨旭不忘表达
对辽沈球迷的祝愿，杨旭说：“辽沈广

大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非常怀念
在辽足效力时跟大家一起战斗的日
子，许多画面仿佛就在昨日。现在辽
足又到了生死时刻，想想辽足给大家
带来的快乐，想想大家为辽足流过的
泪水，现在的辽足迫切需要大家的支
持！附加赛主场比赛在 11 月 6 日打
响，请大家到现场为辽足呐喊，大家
一起拼！”

老辽足人惦记辽足保级战（之二）

杨旭：要耐心 别犯错
本报记者 黄 岩

辽足保级进行时

11月3日，2019北京马拉松赛的参赛选手在比赛中出发。

在场上
能突善射的
外援詹姆斯

（左一）在辽
足 效 力 多
年，深受球
迷喜爱。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