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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两个多月的等待之后，球迷们终于
又能看到辽宁男篮的比赛了。今晚，辽篮将在
鞍山打响今年夏天的首场热身赛，球迷们不仅
仅能够通过比赛看到联赛期间活跃于赛场的那
些明星球员，能够一睹辽篮后备力量的风采。

自从辽篮在5月下旬开始进入夏训以来，一
直处于埋头苦练的阶段，主教练郭士强表示，球
队在最初的一个阶段里，主要目标就是以体能
训练为主，同时也帮助球员们调整好身体状态。

不过从进入7月份之后，辽篮就要进入到夏
训的第二个阶段，那就是赛练结合的阶段，首先
迎来的就是今晚在鞍山以及后天晚上在阜新举
行的两场热身赛，这也是辽篮在今年夏天里的
首度亮相。

此次辽篮的热身对手是来自美国的加州淘
金者队，这支队伍中的球员几乎全部是在美国

发展联盟和欧洲各大联赛效力，在个人能力上
都是非常有实力的，尤其是在比赛中经常可以
打出一些高观赏性的进攻。

而辽篮此次参加热身赛的阵容也非常具有
看点，首先这一次的阵容可以说是近几年夏天
里相对较为完整的一次，因为目前球队被国家
队征召的球员只有郭艾伦和赵继伟两人，所以
基本保留了联赛期间的本土阵容。只不过杨鸣
的退役和新队长韩德君刚刚伤愈复出，也都不
会出现在比赛中，多少有点遗憾。

不过同样值得球迷期待的，是辽篮在这次
热身赛上将要展示出的年轻力量。因为有多达
十余名青年队球员正在随一线队进行夏训，所
以在热身赛中这些年轻球员也必然会获得很多
锻炼的机会，因为这同样也是教练组考察他们
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目前球队的年轻球员中，有一些人也因
为有过一定的联赛经历而被球迷们熟悉，比如
孙锴祺、郭旭以及上赛季进入过 12人名单的鄢
手骐等人。不过还有一些则是从未在一线队亮
过相的新人，但是也同样吸引了很多球迷的关
注，比如内线的刘雁宇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出生于1999年的刘雁宇有着213厘米的身
高，被视为未来辽篮内线非常重要的后备力
量。不过他接触篮球相对较晚，因为出色的身
体条件进入到沈阳二中之后才真正开始接受正
式的篮球训练，但因为进步很快，随后就被辽篮
发现，吸收进了梯队作为重要的后备人才进行
培养。

在去年，刘雁宇已经随青年队参加过亚冠
联赛，以及冬天时候的 CBA 发展联盟比赛，积
累了一定的比赛经验，也有着比较不错的数据

表现。因此今年夏天，他也将是辽篮一线队重
点考察的目标。

除此之外，还有一名特别值得球迷关注的
球员则是刚刚参加过中国男篮国家队集训的辽
宁籍小将张镇麟，这名同样出生于 1999年的年
轻球员，目前正在美国就读大学并参加 NCAA
联赛，不过在暑假期间他在没有参加过任何职
业比赛的情况下就入选了国家队的集训，并且
得到了主教练李楠的高度评价，由此可见张镇
麟身上具备的潜力。

在告别国家队集训之后，张镇麟也回到了
家乡随辽篮一起进行训练，并且将在此次热身
赛中登场比赛。辽宁球迷也算是有机会提前近
距离观察一下，这名未来之星与辽篮之间究竟
能产生多少的化学反应。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高鹏

辽篮亮相热身赛 俩小将引关注

在 美 国 拉 斯 韦 加 斯 举 行 的 美 职 篮
（NBA）夏季联赛 5 日拉开战幕，前来参赛热
身的中国男篮开局不利，以 62:103不敌迈阿
密热火队。

中国男篮参加本次夏季联赛的目的是
磨合阵容、积累经验，为即将到来的男篮世
界杯做准备。此前中国男篮为了备战北京
奥运会，曾在 2007 年以独立球队身份打过
那年的夏季联赛。去年在备战亚运会期间，
中国男篮红队曾参加了美职篮夏季联赛内
部教学赛。

尽管参与夏季联赛的美职篮球队很少派
遣大牌球员参赛，但是由于美国篮球整体水
平高，各队即使以新秀和二线球员担纲，其水
平也高于中国队。对阵热火队的比赛中，中
国男篮从一开始就被对手压制，几乎没有还
手之力。上半场热火就以59:25大比分领先，
第三节热火队继续扩大优势，分差不断拉大，
最终比分定格在103:62。

热火队新秀选手埃罗砍下23分，板凳球
员梅奥独揽20分，此外热火队还有三名球员
得分上双。热火队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
48%，而中国队全队三分球出手 26 次仅中 6
次，命中率为23%。

中国队方面只有王哲林的表现还算可圈
可点，全场砍下 12 分、14 篮板，赵睿拿到 10
分，其他球员都没有得分上双。

2019年美职篮夏季联赛于7月5日到15
日在拉斯韦加斯举办，根据安排，该赛事为期
11天，共进行83场比赛，每一支参赛球队打4
场预赛，成绩最好的八支球队晋级附加赛，直
至决出最后冠军，而无缘附加赛的球队则可
以进行一场“安慰赛”，那就意味着一支球队
至少可以打 5 场比赛，打到冠军争夺战的两
支队伍则可以打7场比赛。

据新华社

今晚 7 时 30 分，中甲联赛进行第 16 轮比
赛，辽宁沈阳宏运将在主场迎战贵州恒丰，开
启中甲联赛下半程的比赛。虽然本轮之前，贵
州恒丰队在积分榜上高居第二位，但是辽足曾
在本赛季联赛揭幕战中，客场1:1逼平对手，所

以在这场比赛中拿分也并非不可能。
贵州恒丰是本赛季的冲超热门球队，队中

头号射手马格利卡状态神勇，已经打进10球，
这将会给辽足的后防线造成极大的冲击力。

赛前，辽足主教练臧海利表达了全队的决

心，“这场比赛是我们下半年的第一战，希望我们
下半年有一个好的开始，大家会全力以赴。”

其实，今年联赛刚开始，临危受命的救火
主帅臧海利带领球队打出了不错的开局。但
是随着伤病开始侵袭球队，古斯塔沃、王皓，宋
琛、吕伟、熊飞、张延军、穆伦加等球员因伤病
问题缺席过比赛。尤其是对于只有两名外援
的辽足来说，有几场比赛都是以单外援作战，
缺少了像古斯塔沃这样的核心球员，对球队实
力的影响较大。

最近几轮比赛，辽足在广东华南虎身上拿
到1分后，在与梅州客家和呼和浩特的比赛中
遭遇连败，排名跌至倒数第二位，保级形势严
峻。其实，这三场比赛，辽足在场面上与对手
不相上下，与呼和浩特队比赛中控球率一直处
于领先位置，但最近球队却似乎缺少一点点运
气。对于面临多重困难的辽足来说，臧海利在
上一场比赛赛后说，队员们在场上非常玩命，
希望关注辽宁队的朋友给予理解和包容，和辽
足一起共渡难关。

中甲联赛很多时候其实比拼的就是外援
摧城拔寨的能力，领头羊青岛黄海队已经迎来
了科特迪瓦球星亚亚·图雷正式加盟，而各支冲
超热门球队会有何动作还是未知数。对于中
甲联赛来说，在综合实力确实有差距的情况下，
球迷更应关注球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冠楠

6 日，在中乙联赛第 19 轮的比赛中，沈阳
城建队在客场 4:0大胜长春百和嘉路喜队，保
持 4 连胜且一球未失。此役过后，沈阳城建
队在19场比赛中取得13胜4平2负积43分的
成绩，仍落后少赛一场的河北精英队，排在北
区第二位。

虽然长春百和嘉路喜队目前在北区排名
中下游，但于明表示其实赛前还是非常重视
的，“这两年我们在这个对手身上应该也不占
什么便宜，去年是主场2:3输了，客场3:1赢了，
我们不能再犯相同的错误。”的确，上赛季在
上半场与其交战时，一度以 2∶0 领先，下半场
却被对手连扳3球。

昨日的比赛，显然沈阳城建队准备得足够
充分，4:0大胜对手后，主帅对球员在本场比赛
的表现表示满意，“下午比赛时长春的天气比
较闷热，在客场比赛，对手罚下去一个人以后，
局面就改变了，这场比赛我们队员表现得不
错！”

下一轮比赛，沈阳城建将在主场迎战目
前排名中游的保定容大队。此前，沈阳城建
队客场与保定交锋时，1:0 领先保持到 93 分
钟，被对手打平，到手的 3 分丢了。回到主
场，主帅于明表示一定要赢下比赛，“现在对
我们来说，场场都是关键，不能再有闪失了，
因为上半年有一些比赛挺可惜的，所以说下

半年我们又得紧追第一的，身后还有两三个
队离我们的积分也比较接近。现在，我们一
点儿都不能放松。”

联赛赛程过半，沈阳城建队的表现越来越
稳定，随着比赛胜利场次的积累，队员在自信
心上和配合上也越来越好。其中表现突出的
一点就是防守端的进步，联赛初期频繁丢球的
后防线，已经在近 4 轮比赛中一球未失，这也
为球队冲甲添加了重要的砝码。

7 月 13 日第 20 轮的比赛结束后，球队将
休息一周，主帅于明表示会利用这一轮休赛的
机会，让球队再好好调整一下。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冠楠

美职篮夏季联赛
中国男篮首仗不敌热火

周琦（上）在比赛中上篮。 新华社发

辽足今日主场迎战贵州恒丰

沈阳城建客战长春狂进4球取胜

北京时间7月6日，NBA转会市场曝出重
磅消息。

据ESPN等媒体报道，刚刚帮助猛龙队拿下
NBA总冠军的球星伦纳德新赛季将披上洛杉矶
快船队的战袍，其合同将为4年1.42亿美元。

上赛季常规赛，伦纳德场均得到 26.6 分
7.3 篮板 3.3 助攻，季后赛场均得到 30.5 分 9.1
篮板 3.9助攻，帮助猛龙队夺得了队史首个总
冠军，并最终斩获了总决赛MVP的荣誉。

在此之前，伦纳德的去向一直引球迷关注，
一度有消息称其将加盟湖人，但最终他选择了同
在洛杉矶的快船队，出乎了不少人的意料。

据报道，伦纳德在 7月 1日就飞赴洛杉矶
和湖人及快船分别进行了接触，此外他也和猛
龙队进行了交流，不过关于自己的最终去向，
其团队一直都三缄其口。

而除了伦纳德之外，快船还将从雷霆队签
下全明星前锋保罗·乔治，而这背后正是伦纳

德在对其进行招募。
据著名 NBA 记者“沃神”透露，为了得到

保罗·乔治，快船送走了谢伊·吉尔杰斯·亚历
山大和达尼罗·加里纳利，同时还送出了 4 个
无保护首轮签，1个受保护首轮签和 2个选秀
权互换的权利，可谓是下了血本。

而在揽入伦纳德和保罗·乔治两大球星之
后，快船队也将一跃成为下赛季的争冠球队。

据澎湃

伦纳德、保罗·乔治将加盟快船

中甲联赛进入下半程，辽足需拼字当先，抓紧抢分。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