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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辽宁本钢男篮顺利抵达澳门开始备
战即将开始的“非凡 12”东亚超级联赛，今夏刚
刚加盟球队的小外援史蒂芬森也随队同行，并
将在此次赛事上完成自己加盟辽篮之后的首
秀。

就在辽篮启程前往澳门的前一天，辽宁衡
润飞豹篮球俱乐部还特地为史蒂芬森加盟球队
召开了一场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不仅详细
地介绍了史蒂芬森签约辽篮的始末，史蒂芬森
也亲自发话表态，将全方位展现自己的领袖能
力帮助辽篮冲击总冠军。

俱乐部总经理李洪庆率先介绍了辽篮与史
蒂芬森的签约经过，“我们在7月份去美国考察
外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将史蒂芬森作为头号
引援目标，但是那个时候他自己并没有来 CBA
的想法，而是一心准备在NBA继续获得一份合
同”。不过即便如此，辽篮一行还是专门去观看
了史蒂芬森的训练，并与其进行了短暂而愉快
的交流，最重要的是这次交流让史蒂芬森对于
CBA联赛和辽篮都产生了一定印象。

据李洪庆介绍，大约是在 8月初的时候，辽
篮突然接到了史蒂芬森经纪人的消息，说史蒂
芬森愿意考虑到 CBA 打球。“我们当时就马上
和史蒂芬森进行了接触，可以说因为有过上一
次的会面，这一次的沟通顺利了很多，差不多在
接到消息的24小时之内，就谈妥了合同的细节，
并且完成了初步签约。”

今年 9 月 11 日清晨，史蒂芬森终于飞抵沈

阳正式向辽篮报到，随后在当天上午就非常配
合地完成了全部体检内容，包括多个关键部分
的核磁共振检查，这份职业素养令辽篮方面感
到非常满意。“体检报告出来后便送往篮协，现
已完成注册，可以说史蒂芬森现在已经是我们
辽宁男篮正式的一员了”，李洪庆如此说道。

史蒂芬森在发布会上表达了自己加盟辽
篮后的愉悦心情，以及对于未来CBA联赛的期
待。同时，他也非常清楚辽篮选择自己的目
的，在谈到自己对新赛季的目标时，他大方地
表示：“我来球队的目标就是要做好球队的领
袖，因为我来之前教练就告诉我要做球队的领

袖跟核心，剩下的就是要赢得更多的比赛，跟
球队的队友处理好关系，跟队友一起努力拼
搏，享受比赛，享受生活，让篮球成为这个城市
的名片。”

作为一名小外援，史蒂芬森在 CBA赛场的
定位必然和NBA时代有很大不同，不过出于对
自身实力的自信，史蒂芬森认为自己足以承担
好这样的角色。他表示：“我觉得我会全方位对
球队提供帮助，来之前球队就告诉我要作为球
队的领袖，我会在球场上表现出来。再一个从
技术层面，我的传球会帮助球队，我的防守也会
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帮助。在跟队友沟通方面我
也会作出领袖的气质，帮助队友提高，我已经迫
不及待地想去比赛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发布会上史蒂芬森
也认可了中国球迷之前为他起的外号“师弟”，
在听翻译介绍了这个外号来历和中文含义之
后，他欣然表示非常喜欢这个新的称呼，“我在
美国的时候就有很多外号，我觉得‘师弟’也很
不错，可以作为我在中国的一个全新的开始。”

目前，史蒂芬森已经随辽篮一起抵达澳门，
他将和临时加盟球队的大外援梅杰里一起，担
负起帮助辽篮冲击“非凡 12”冠军宝座的重任。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和自己的首秀，史蒂芬森
表示，“澳门的比赛是了解队友的很好机会，相
互配合，我觉得我自身的态度就是准备好比
赛。”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高鹏

辽篮昨日抵达澳门备战“非凡12”

“师弟”表态：已做好当领袖准备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王冠楠
报道 15日下午，中乙联赛第28轮，沈阳城市建
设队在主场迎来本赛季最具看点的一场比赛，
在这场榜首之争中，沈阳城建队以1:0战胜河北
精英，取得 13 连胜，创造了 17 轮不败的战绩。
28 轮比赛后，沈阳城建队取得 22 胜 4 平 2 负积
70分的战绩，以4分的优势领跑北区积分榜。

张兴博打入制胜一球

之所以说本场比赛是本赛季中乙联赛最具
看点的比赛，是因为从赛季开始，河北精英和沈
阳城建就一路高歌猛进，前 27 轮比赛，一队输
了一场比赛、一队输了两场。上轮比赛，沈阳城
建反超打平的河北精英登上北区榜首，但只有1
分的优势。所以在联赛还剩下3轮的情况下相
遇，这场榜首大战的胜负将决定直接冲甲的资
格。根据规则，本赛季中乙联赛南区和北区头
名将直接获得晋级下赛季中甲联赛的资格。

比赛开始后，沈阳城建队展现出了非常强
的求胜欲望，重压之下，球员在场上的整体表现
还是显得很紧张，随着比赛的进行，球员更加投
入后才得以缓解。上半场比赛的第22分钟，张
兴博打入进球，帮助球队以1:0领先。

下半场，河北精英开始强势反扑，而沈阳城
建也伺机发动快攻，最后 15 分钟，比赛进入到
了白热化的阶段，双方球员都拼红了眼，也都创
造了进球的机会，但可惜都未能抓住。最终沈
阳城建队拿下了这场榜首大战。

主帅称对队员成长帮助很大

在联赛已经结束的14个主场中，沈阳城建
队 13胜 1平未尝败绩，堪称魔鬼主场。本场比
赛，现场球迷和观众更是首次突破1万人。

赛后，主帅于明首先感谢了到场的球迷，然
后感谢了自己的队员，他表示，虽然场面一度比
较被动，但是很理解队员的压力，很满意队员在
场上的表现，“这场比赛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来了这么多球迷，压力肯定是很大的。队员们
在场上一直很拼，最终顶住了压力，取得了胜

利，我相信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对这些队员的成
长会有很大的帮助。”

领先第二名4分，沈阳城建队已经将冲甲的
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下轮比赛球队将
继续主场对战，对手是宁夏火凤凰，只要赢下这
场比赛，沈阳城建队就将提前一轮成功冲甲。

沈阳城建距离冲甲只差一个胜场
在绝对主力朱婷和颜妮轮休的情况

下，19 岁的新星李盈莹独得 22 分，率领中
国女排克服小挑战、3:0 击败喀麦隆队，赢
得在2019年女排世界杯赛中的两连胜。

这是李盈莹首次在本届世界杯赛中首
发。她在进攻方面26扣19中，还贡献了3
个拦网得分，追平了朱婷首战韩国队时的
高分。中国队以 25:18、25:14 和 25:19 胜
出。

赛后中国队主教练郎平表示，去年参
加了世锦赛的李盈莹已经是“二年级学生”
了，她的表现比去年更加稳定，也更加向全
面的选手发展。“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进步
的，所以我们也会给她更多的机会参加这
样的比赛。”

本场比赛，由于对手实力较弱，主教练
郎平没有把朱婷、颜妮列入 14 人出场名
单，两人作壁上观。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
王媛媛、曾春蕾、刘晓彤、姚迪、李盈莹、郑
益昕和林莉，与14日首战韩国队时完全不
同。

第一局比赛中，这套阵容在逐渐寻找
攻防节奏，喀麦隆队一度取得 15:14 的领
先。这个时候，李盈莹的后攻帮助中国队
扳平比分，随后中国队在刘晓彤的发球轮
连得4分，其中包括刘晓彤的3个发球直接
得分。拉开比分之后，中国队很快以25:18
拿下首局。

第二局中国队轻松取胜之后，第三局
开局风云突变。中国队进攻不利、拦防无
方，喀麦隆队竟然打出了 11:4的开局。郎
平先后将龚翔宇、杨涵玉、丁霞、王梦洁替
换上场，中国队稳住局面，以 9:1的小高潮
将比分反超为 13:12。在 19 平之后，中国
队连得 6 分，在龚翔宇的发球轮中结束了
比赛，李盈莹贡献了其中的3分。

打满三局的老将刘晓彤得到全队第二
高的 9分，郑益昕和曾春蕾各得 6分，王媛
媛有5分进账。

14 日下午，朱婷率领中国女排 3:0 轻
取老对手韩国队，赢得2019年女排世界杯
赛“开门红”。

卫冕冠军中国队在进攻、拦网、发球等
环节全面压制韩国队，仅用了 1小时 10分
钟就以 25:21、25:15 和 25:14 取胜。袁心
玥、龚翔宇、颜妮和张常宁分别为中国队贡
献了11分、10分、9分和8分。

两连胜之后，中国队将在16日下午的
第三轮比赛中迎战老牌劲旅俄罗斯队。

据新华社

李盈莹率中国女排
取世界杯两连胜

英超联赛第 5 轮 14 日激战 7 场。“领头羊”
利物浦队主场3:1轻取纽卡斯尔联队，继续以全
胜战绩领跑。排名第二的曼城队则爆冷2：3不
敌升班马诺维奇队，遭遇赛季首败。

客场作战的纽卡斯尔联队开场仅7分钟就
由杰·威廉姆斯禁区内劲射打入一球。但本赛
季已经豪取四连胜的利物浦并没有慌乱，锋线
尖刀马内第 28 分钟兜射远角破门帮助主队扳
平比分。第40分钟，马内接队友直塞球再下一
城。第 72 分钟埃及前锋萨拉赫突入禁区后小

角度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为3:1。
做客诺维奇的卫冕冠军曼城队同样是率先

丢球。麦克莱恩第 18 分钟接队友角球高高跃
起头球破门，帮助升班马取得领先。十分钟之
后坎特维尔反击中推射空门，诺维奇将领先优
势扩大为2:0。

上半场结束前，阿根廷前锋阿圭罗接到席
尔瓦的传中头球破门，帮助曼城扳回一分。不
过诺维奇队凭借普基第 50 分钟的进球再次将
分差扩大到两球。罗德里第 88 分钟远射将比

分改写为3:2，但曼城最终无力扭转败局。
此役过后曼城虽然依旧占据积分榜第二

位，但利物浦的领先优势已经扩大到5分。
在当日进行的其他比赛中，曼联凭借拉什

福德的点球1:0击败莱斯特城队，取得近四轮比
赛的首场胜利。孙兴民独中两球，帮助热刺4:0
大胜水晶宫。切尔西锋线新星塔米·亚伯拉罕
上演“帽子戏法”，帮助球队客场5:2击败狼队。

此外，布莱顿队 1:1 战平伯恩利，谢菲尔德
联队主场0:1不敌南安普敦。 据新华社

史蒂芬森出席辽篮发布会，展示1号球衣。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本场比赛开始前，现场举行了中
乙联赛8月最佳球员的颁奖仪式，沈阳

城建队16号球员朱世玉举起奖杯。在8月的联
赛中，朱世玉不仅打入6球，还助攻队友进球，为
球队取得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赛季，朱世玉在出场23场的比赛中，打进
了 18个进球。如此高效的进球率，赢得了队友
的信任和球迷的掌声，但朱世玉仍很谦虚，他表

示，其实进球主要还是队友的帮助和信任，“这
个赛季前的训练还是很系统的，联赛开始后自
己也逐渐进入状态，其实从6月份开始，我的状
态越来越好了，8月份还是因为我们队伍整体的
表现好，现在是联赛的末期，队友压力很大，也
都很疲劳，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咬牙坚持，只有
赢下了下一场的比赛，才能真正释放压力。”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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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世玉当选8月最佳球员

张兴博与队友庆祝进球。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利物浦连胜领跑 曼城爆冷输球英超赛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