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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最前线

女乒世界杯决赛前，中国女乒
主教练李隼碰到了前国手王楠。说
到眼下的奥运备战新周期，李隼说，
现在特别像王楠夺冠的2000年悉
尼奥运会之前，当时邓亚萍退役，王
楠、李菊、杨影等人都没有参加奥运
会的经历，但是经过艰苦奋战，也拿
下来了。现在对陈梦、孙颖莎来说
也一样，她们充满勇气，就看关键时
刻能不能挺身而出。

尽管国乒派出了陈梦和孙颖莎
两位从未参加过世界杯的“新人”，
但并不意味着比赛的含金量有丝毫
下降。一边是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中
坚力量，一边是队内最具潜力的新
星，两人的目标除了个人的首个单
项世界冠军，争夺东京奥运会参赛
资格亦是此行公开的秘密。

李隼表示，从比赛强度看，女
乒世界杯不如之前进行的国家队
内奥运模拟战和全国锦标赛。陈
梦和孙颖莎各守半区，圆满完成了
任务。两名运动员发挥比较正常，

特别是半决赛孙颖莎和伊藤美诚
这场球很有代表性。两人在伯仲
之间，孙颖莎可能整体实力更高，
但伊藤美诚每次比赛都有变化。

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孙颖莎
的成长却开始提速。同样是首次
参加世界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陈
梦已经 26 岁，而孙颖莎只有 20
岁。但冲击国乒的东京奥运会阵
容，对孙颖莎来说还是难度颇高。

对陈梦的评价，李隼认为她的
内心比过去强大了许多。的确，这
是陈梦第一次参加女乒世界杯，就
拿到了职业生涯首个世界“三大
赛”单打冠军。陈梦给本次世界杯
之旅打 80 分，决赛面对孙颖莎能
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反败为胜，陈
梦也强调了近一段时间自己在心
理以及综合层面的提升。“比赛过
程中获得了很多经验，之后的训练
和比赛，我会把出现的问题继续加
以认真剖析，不能说拿了冠军，技
术和心理就没有问题了。”

李隼：陈梦的内心强大了许多
本报记者 黄 岩

终于到了决定命运的时刻，11
月 11 日中超联赛一场生死战，产
生了2020赛季中超联赛直接降级
球队。石家庄永昌队 1∶2 败在武
汉卓尔队脚下，排名第16位，只能
接受降级的命运。武汉卓尔队排
名联赛第 15 位，将与中甲杭州绿
城队进行升降级附加赛。

由于石家庄永昌队和武汉卓尔
队在第一回合战成0∶0，两队等于这
场比赛一决胜负。上半场巴普蒂斯
唐头球击中横梁，武汉卓尔队外援
埃弗拉抓住对方门将失误爆射破
门。下半场比赛石家庄永昌队马修
斯包抄空门得手扳平比分。第 87
分钟，埃弗拉的补射杀死比赛。

回顾中超联赛第一阶段，两支
球队都曾一路高歌猛进。当时三连
胜后的石家庄永昌队是何等意气风
发，甚至在第一阶段还剩三四场比
赛时，这两支球队很有机会进入争
冠组。但是现实情况就是这样，两
队在第二阶段的轨迹也很相似，高
开低走下滑的脚步再也止不住。

正因如此，石家庄永昌队的主

教练古特比对今年中超联赛的赛制
口出怨言，“希望中国足协、中超联赛
决策者要意识到这个赛制并不是最
公平的赛制。有一支球队在第一阶
段8连败一场不胜，然后在第二阶段
有机会拿到第九名，有些球队发挥很
好，但有可能会降级，在第二阶段的
一次失误或一次VAR的判罚就会
造成这支球队降级。对球队的投资
人、管理层、球员和球迷来说，出现
这种情况都是令人心痛的。”

当然，古特比说的不是没有道
理，今年中超联赛的赛制确实过于惨
烈，但石家庄永昌队之所以功亏一
篑，还是因为队伍实力和经验不足。

第二阶段，对阵大连人队的比
赛，他们首回合获胜，次回合遭到逆
转；对阵深圳队的比赛，他们首回合
被绝杀，次回合一度扳平总比分，最
后还是被深圳队反超遭到淘汰。本
轮对阵中，石家庄永昌队有韧劲，但
决定比赛胜负的还是硬实力。好在
通过一个赛季的锻炼，石家庄永昌
队的年轻球员迅速成长，这让他们
在中甲联赛中充满竞争力。

石家庄永昌队直接降级冤不冤
本报记者 黄 岩

中超新观察

11月11日，中超第三、四名争夺战次回合展开，北京国安1∶1战平上海
上港，国安以两回合总分3∶2胜出。图为北京国安队阿兰（左一）射门得分。

尽 管 韩 德 君 在 内 线 一 柱 擎
天，但如果没有人给他传球，辽宁
男篮想要赢球也没有那么容易。
11 日与吉林队的比赛，郭艾伦就
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在 33 分
26 秒的出场时间里，郭艾伦为队
友送出 10 次助攻，很好地梳理了
球队的进攻。而他个人也以 15 投
12 中的高效表现得到全场最高的
33 分，在给队友创造机会的同时，
也没有耽误自己得分，这样的发
挥堪称完美。

首节比赛，吉林队投中 6 记三

分球，而辽篮在外线只有 3投 0中，
人们多少有些担心郭艾伦能否保
持冷静。但事实证明，人们多虑
了，郭艾伦此役表现得非常老到，
显示出自己全面的进攻手段，虽然
三 分 球 出 手 只 有 4 次 ，却 命 中 3
球。在三分球投开之后，对方对郭
艾伦的防守就显得进退两难，郭艾
伦趁机频繁突破篮下，或自己制造
杀伤，或妙传队友得分。郭艾伦一
点打开，辽篮进攻满盘皆活，比赛
的胜负也就失去悬念。

不过，郭艾伦在一次上篮中，

被曾经在辽篮效力两个赛季的钟
诚封盖犯规，失去重心的郭艾伦
摔出场地，尽管随后回到赛场，但
跑动多少受到影响。到第四节中
段，比赛基本大局已定的情况下，
主教练杨鸣将郭艾伦换下。坐到
椅子上的郭艾伦脱下球鞋，表情痛
苦地让队医检查自己的脚踝，这也
让人为他的伤情捏了一把汗。尽
管此后再也没有回到球场，但郭艾
伦也未提前离场回到更衣室，这说
明他的伤情并不严重，应该不会影
响到下一轮比赛。

贡献“33+10”却中途离场令球迷心头一紧

郭艾伦伤情不影响下一轮比赛
本报记者 李 翔

和每一次“东北德比”一样，新
赛季辽宁男篮和吉林队第一次碰
面，双方又为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
的较量。最终，还是内线优势明显
的辽宁男篮技高一筹，以111∶99击
败吉林队，以 10 胜 1 负的战绩与浙
江稠州队和广东队在积分榜首并驾
齐驱。

作为一支没有什么大牌球星的
全华班球队，吉林队在本赛季的表
现非常出色，一直保持在积分榜前
列。这其中，三分球是他们重要的
制胜武器。尽管赛前也做了针对性
布置，但本场比赛的第一节，吉林队

还是投进了 6 个三分球，其中代怀
博一个人就投进了 3 个，如果吉林
队面对的是一支意志薄弱的球队，
很有可能会让对方陷入慌乱。

但辽篮毕竟是一支见过大风大
浪的强队，应对策略也很简单，那就
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吉林队
第一高度是只有 2.08 米的李安，可
辽篮阵中有韩德君、朱荣振和刘雁
宇三名身高超过 2.10 米的大个子，
就连锋线新秀张镇麟也有 2.08 米，
辽篮的优势不言自明。吉林队手风
顺时，辽篮并未赌气地与之对飙三
分，而是耐心地通过传导把球给到

篮下的内线球员，毕竟在篮球场上，
越靠近篮筐进攻的威胁也就越大。
只用了半场，韩德君就得到18分、12
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内线吃亏，就意味着一旦投篮
不中，进攻篮板很难保证，这就对投
篮命中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吉林
队外线球员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
化。经过开局阶段的“三板斧”之
后，吉林队外线的命中率急转直下，
直到第四节才由代怀博投进本队全
场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三分球。全
场比赛，吉林队三分球只有 23 投 7
中，作为外线一个重要攻击点的姜

伟泽更是一分未得，这一定程度上
要归功于辽篮内线对对方投篮的威
慑力。

而在辽篮这边，韩德君一个人就
抢下20个篮板，超过吉林队李安、张
彪、代怀博、钟诚和丁皓然5名内线
球员的总和。张镇麟也时隔多场之
后，再度得到10分、11个篮板的两双
数据。全队篮板球方面，辽篮43∶36
占优，这给了外线球员更大的投篮
信心。全场比赛，辽篮三分球21投
9 中，命中率比吉林队高出 12 个百
分点，在这样的数据对比之下，辽
篮赢球顺理成章。

“东北德比”精彩纷呈

辽篮诠释“得内线者得天下”
本报记者 李 翔

11月11日，辽篮以111∶99击败吉林队。图为辽宁本钢队球员郭艾伦在比赛中传球。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在本赛季揭幕战面对天津队
时，张镇麟就得到13分、11个篮板的
两双数据。或许他不会想到，自己
第二次打出两双，需要等到10轮比
赛之后了。在11日辽宁男篮111∶99
击败吉林队的比赛中，张镇麟出场
34分钟，得到10分、11个篮板。

度过开局阶段的惊艳之后，张
镇麟随后几场比赛陷入沉寂，甚至
在球队负于山东队的比赛中，张镇
麟破天荒地在第一节打了两分钟被
换下之后就再也没有得到出场机
会，这也留给外界无限的遐想空
间。事实上，即便是个人数据比较
光鲜的场次，张镇麟在防守端依然
存在一些问题，就拿本场比赛来说，
在与张镇麟对位时身高明显处于劣
势的钟诚连续两次利用经验篮下单
打张镇麟得手，急得主教练杨鸣在
场下直喊。

不可否认，张镇麟有着极强的
运动天赋，本场比赛他又贡献了一
次抢前场篮板直接补扣的精彩镜
头，此前比赛中类似的场面也多次
出现。而在防守端，身高臂长的张
镇麟同样给对手带来巨大的威胁，
此役他又送出两记大帽。可以说，
和上赛季伤病潮时期三四号位一度
沦为对方“提款机”的尴尬相比，辽
篮本赛季锋线的补强肉眼可见。

但实事求是地讲，张镇麟并没
有完全达到人们的预期。如果说
进攻端有一些手感起伏还正常的
话，在防守中，张镇麟在一些细节
的处理上还是显得比较毛糙，甚至
有时很随意，这往往会让对手找到
机会。总体来看，比赛经验欠缺是
张镇麟的短板，哪怕是和“二年级
新生”齐麟相比，张镇麟都显得过
于青涩，这一点他应该有清醒的认
识。在自己的 CBA 处子赛季，张
镇麟其实不用太在意数据，只要能
在比赛中不断完善自己，让人们看
到他的进步，无论对于辽篮还是他
个人，都是一件好事。

张镇麟
再得两双
本报记者 李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