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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 8月 27日发布官
方公告称，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正式签约美
籍华裔球员林书豪。待向CBA联盟正式报
送他的注册材料并经审核、公示通过后，林
书豪将正式代表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参加
CBA联赛。

林书豪，生于1988年8月23日，毕业于
美国哈佛大学，身高1米91，司职控球后卫，
是 NBA 历史上首位美籍华裔球员，也是
NBA历史上最成功的亚裔后卫。他创造了
自 1976-1977 赛季 ABA 和 NBA 合并以来，
球员前五场首发比赛累计得分最高纪录，也
是NBA历史上第一位在自己前五场首发比
赛中均得到至少20分并送出7助攻的球员。
他曾率领纽约尼克斯队连续赢得6场比赛，
送出单场最高38分的战绩，成为家喻户晓的

“林疯狂”，他还收获了历史上首位在NBA总
决赛中出场并最终夺冠的华裔球员的荣誉。

首钢体育总裁、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有
限公司董事长秦晓雯说：“相信林书豪的到
来，能带领球队进步，会带给CBA联赛更多
精彩，也将带给北京这座城市更多快乐。”

中新

林书豪加盟CBA北京首钢男篮

北京时间8月27日，美国网球公开赛迎来
首个比赛日。在一场备受瞩目的焦点战中，6
届美网冠军小威廉姆斯 2：0（6：1/6：1）击败
2006年美网冠军莎拉波娃，顺利晋级下一轮。

此前的21次“威莎决”，小威赢了其中的18
次，而这一次她依旧笑到了最后。如果不算上
去年“威后”在法网退赛的话，她已经对俄罗斯
人实现了恐怖的19连胜。

那么，既然莎娃在十几年间完全处于下
风，我们又为什么执着地关注每一场她与小威
的对决呢？

跨越15年的较量

37岁的小威与 32岁的莎娃一举一动都会
引发关注，更不用提曾有过不少“摩擦”的两人
在同一片赛场隔网相对。

随着年龄渐长，两位网坛名将相遇的机会
越来越少。她们上次相遇是在 2018 年的法网
1/8决赛，但由于小威因伤退赛，两人的交手依
旧停留在2016年的澳网。

从2004年的迈阿密公开赛开始，小威与莎
娃在 15 年间一共交手了 21 次，前者以 19 胜 2
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并且从 2005 年到 2016
年实现对莎娃的18连胜。

本届美网是第22次“威莎决”，也是两人第
一次在比赛首日相遇。从双方的状态来看，作
为赛会 8号种子的小威无疑更加出色，她本赛
季的战绩为 19 胜 5 负。虽然至今没有冠军入
账，但“威后”在温网和辛辛那提公开赛均闯入
决赛。

小威曾经的陪练巴金就认为，从1999年小
威夺得第一个美网冠军至今，她几乎没有什么
变化。更令人钦佩的是，她还在为冲击考特24
次大满贯单打冠军的纪录而努力。

“虽然我在交手中占优，但和莎娃的比赛
从来都不容易。她一直是很好的球员，也是 5
届大满贯得主，我必须非常专注打出自己的最
好状态。”小威在赛后谦虚地表示。

相比之下，莎娃在近期难求一胜。在肩伤
的影响下，俄罗斯红粉本赛季仅仅打了14场比
赛且输了其中的 6场，她最好的成绩是今年澳
网的32强。

对于莎娃的表现，俄罗斯媒体甚至开始劝
她退役，说她的坚持只是在“消费球迷”。而倔
强的俄罗斯红粉却尝试逐渐找回自信，“无论
遇到谁，我总会打出自己最好的网球。”

这场对决引爆美网赛场

“毫无疑问，这将会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
赛。”刚刚在温网夺冠的哈勒普在接受采访时
说。而有意思的是，她曾在两年前的美网首轮
爆冷被莎娃淘汰。

“如果这次比赛是在周一（美国时间），我
肯定会观看；如果是在周二，我就不会看了，因
为我也有比赛。”罗马尼亚名将笑着说。

作为美网的卫冕冠军，日本选手大阪直美
也时刻关注着偶像小威的一举一动，“我当然
会看这场比赛，整个纽约都会关注这场比赛。”

刚刚在辛辛那提夺冠的美国选手凯斯认
为，大部分女子网球选手关注的不只是莎娃和
小威的竞争，她们更关注的是两种不同打法和
风格在球场上的碰撞。

就连男子网坛也对“威莎决”充满了兴
趣。费德勒就说，自己一定会观看这场比赛。

“我有点难以置信，莎娃竟然是非种子选手。
我认为她们的对决对网坛是一件好事，我会关
注的。”

女子网坛最好的对手

大家都十分关注小威和莎娃之间的对决，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与两人之间的恩恩怨
怨有关。从互相抢男友、比赛中彼此“黑脸”，
再到经常“互怼”……两位网坛明星之间的隔
阂越积越深。

莎娃曾在自传中透露，自己在2004年温网
获胜后，曾听到小威在更衣室里哭，“这就是她
每次遇到我动力十足的原因。”

对此，小威直接霸气地回应道：“这绝对是
道听途说，至少从我读到的内容和引言来讲，
我有点失望。”

当然，这些场外的事件只是人们关注的一
小部分原因。有媒体认为，即便莎娃在交手中
不占上风，但她与小威依然是女子网坛最好的
对手。

无论是在网坛、时尚圈，还是作为企业家，
小威和莎娃都是最为知名的明星之一。

在2019福布斯全球女运动员收入榜中，小
威以2920万美元高居榜首，职业生涯的奖金超

过7400万美元；而莎娃则以700万美元位列第
七位，此外她还拥有自己的糖果品牌。

在两人的商业价值之外，我们关注小威和
莎娃最大的原因也许还是当今女子网坛的乏
味——群雄并起，世界第一交替，谁都有机会
夺得大满贯，但就是无法再产生巨星……

小威和莎娃，两个年龄加起来将近70岁的
选手，她们的比赛且看且珍惜吧。

据澎湃新闻

“威莎决”跨越15年的较量
北京时间27日，NBA洛杉矶湖人在其官

方社交账号宣布，球队正式签下“魔兽”德怀
特·霍华德，这位洛杉矶旧将新赛季将重返天
使城打球。

根据球队政策，霍华德的合同细节未予
公布。据美国媒体 ESPN 报道，霍华德和湖
人签订的合同为非保障性，薪资是 260 万美
元(一年)。他每一天的合同价值为 14490 美
元，前提是他得留在球队中。这样的算法将
从北京时间10月22日开始。

该报道还表示，湖人可能会在霍华德的
合同中加入 Exhibit 9 条款。如果霍华德在
训练营期间遭遇伤病，该条款会保护湖人。
要是霍华德出现伤病，并且在常规赛前被裁
掉的话，那么湖人只需要支付6000美元。

在霍华德签下合同之前，湖人需要裁掉
一名已经签下 Exhibit 10 合同的球员。目
前，湖人共有 20 名签约球员，其中不包括霍
华德。

职业生涯至今，霍华德效力过魔术、湖
人、火箭、老鹰、黄蜂和奇才。上赛季效力奇
才期间，他只打了9场比赛，场均能拿到12.8
分 9.2 个篮板。去年 11 月份的时候，霍华德
接受了腰椎显微手术，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
次接受背部手术。

霍华德曾在 2012-13 赛季为湖人效力，
一共出战 76场常规赛，场均贡献 17.1分 12.4
篮板1.4助攻1.1抢断2.4盖帽。 中新

洛杉矶湖人官宣
签下“魔兽”霍华德

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 26 日结束了第一
轮的最后一场比赛。国际米兰主场 4:0狂扫
莱切，迎来新赛季开门红。

这是孔蒂执教国米的首场意甲，同时也
是卢卡库的意甲首秀。第21分钟，布罗佐维
奇接阿萨莫阿回传，一脚大力远射破门得分，
为国米拔得头筹。仅 3 分钟后，今夏新加盟
国米的斯特凡诺·森西远射打在队友身上弹
出后，带球突破至禁区内再次射门将球打进。

第 60 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远射被莱
切门将加布里埃尔扑出，卢卡库门前补射得
手，打进自己的意甲首粒进球。第 77 分钟，
莱切的法里亚斯从身后铲倒了巴雷拉，被裁
判红牌罚下。第 80 分钟，波利塔诺远射破
门，但由于卢卡库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
4分钟后，坎德雷瓦接巴雷拉传球，30米开外
一粒精彩的世界波直挂球门左上角，将比分
定格在4:0。

孔蒂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在领
先两球之后队员们有所松懈，但最终的结果
还是很理想的。我们还有许多需要提高的地
方，比如贯彻始终的注意力，不过我对这些队
员是很满意的。” 据新华社

2019 年美国网球公开赛 26 日展开正赛。
女单争夺中，几位中国队球员全力出击，表现
可圈可点，“一姐”王蔷、老将彭帅和张帅等人
均过关，郑赛赛则惨遭美国名将大威廉姆斯淘
汰。

目前世界排名第 18 位的王蔷对阵美国选
手多尔海德，结果以两个 6:4 顺利晋级第二
轮。王蔷的世界排名上个月曾达到职业生涯
最高的第14位，不过她近期状态不是太好。由
于在温网前后受到腰伤困扰，她在温网结束后
休息了一个多月。击败多尔海德后，王蔷表示
自己恢复还不错，她坦言并没有在比赛中百分
百发力，而是希望慢慢找比赛感觉，逐渐将状
态调整到最佳。

老将彭帅以6:2、7:6（5）战胜美国人勒普琴
科。此外，名将张帅以6:2、6:1轻松击败瑞士选
手戈卢比奇。近期势头不错的郑赛赛则被大
威以6:1、6:0横扫。

据新华社

林书豪，会是下一个马布里吗？

卢卡库首秀建功
国际米兰狂扫莱切

加盟北京队，看起来是林书豪当下最好的
选择，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首钢的实力和北
京的市场，都是吸引他加盟的重要因素。但来
到这座城市的这支球队，同样意味着林书豪需
要背负巨大的压力。

球迷有理由期待：林书豪，是不是下一个马
布里？

说实话，林书豪和马布里确实有不少共性，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背景——他们来到CBA都是
因为被 NBA 放弃，但并不是能力不足，而是被
那个环境抛弃。

当初效力尼克斯的时候，马布里的父亲在
看台上突发心脏病，但球队并没有将这个消息
告诉在场上的马布里，等到他赛后得知这个消
息的时候，父亲已经因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
因为这件事，马布里与主教练伊赛亚·托马斯撕
破脸，和家乡球队尼克斯彻底决裂。

林书豪也是一样。在之前那次将近一个小
时的演讲中，书豪低着头强忍着泪水：“我感觉
自己被NBA放弃了。”

在 NBA 的这些年，书豪一直不被重视，并
不是他不够优秀，而是很难改变别人的刻板印
象。2010 年选秀前期，林书豪的动态体测数据
很出色，根据火箭总经理莫雷的模型预测，书豪
可能在首轮第15顺位被选中。但莫雷没有相信
自己的模型，其他球队的管理层也不相信他能
有这么好的运动能力，于是书豪遗憾落选。莫
雷说了一句很残酷的话：“可能只是因为他是一
个亚洲人。”

与马布里一样，同样是 NBA弃儿的林书豪
如今来到 CBA，他也憋着一口气要完成自我救
赎，而且书豪比老马有个优势：得天独厚的语言
能力和文化背景。他是炎黄子孙，相比于其他
外援，他能更容易融入进球队，和队友建立更好
的默契。

但林书豪也有自己的劣势，这也是很多人
不看好他来到CBA的原因。首先，马布里是96
黄金一代的 4号秀，是纽约篮球的重要人物，是
曾经的顶薪球员。而书豪只是一名落选秀，靠
着努力和机遇上演了“林疯狂”，两人的天赋和

能力有着不小的差距。
其次，当年马布里 32 岁加盟 CBA，比书豪

还大一岁，但你不得不承认，黑人球员的身体和
强度确实比黄种人强，老马一直打到了 41 岁。
而且在来到 CBA之前，马布里基本没有受过什
么大伤，而书豪遭遇的都是左膝半月板撕裂、右
膝髌骨肌腱断裂这种致命伤。

《纽约时报》著名记者马克·斯坦恩说过，林
书豪已经31岁了，他的移动能力今非昔比，而控
球后卫对这项能力的要求又很高，导致书豪的
价值大幅度下降。

别忘了，接下来的这个赛季是实现北京队
“三年争冠”目标的最后一年。林书豪是拯救五
棵松球市的救星，他也被视为率领北京队重塑
辉煌的关键人物。

作为 CBA 历史上最伟大的外援，马布里的
成就和影响力确实很难被超越，但林书豪来到
这里加盟了这支球队，就要承受这样的比较。

当然，相信书豪肯定也做好了准备。
体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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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网王蔷、彭帅过关
郑赛赛遭大威淘汰

8月26日，莎拉波娃（右）在比赛后同小威廉姆斯握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