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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粤对决三砝码影响胜利天平
CBA 联赛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 今日 19:35 北京 VS 辽宁 20:00 新疆 VS 广东 CCTV-5
新华社乌鲁木齐3月13日电（记者马锴）14
日，
CBA联赛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
分
获上赛季冠、
亚军的新疆男篮与广东男篮狭路
相逢，
而影响此轮系列赛胜利天平的砝码有三。
砝码一：
旧将回归 状态几何？
常规赛阶段，新疆与广东均受外援问题
困扰。新疆内线核心布拉切状态低迷，致使
球队内线吃紧被迫两度更换外援。但临阵换
将效果有限，新疆直到最后时刻才跻身前六。
广东男篮虽位列常规赛第三位，却难掩
小外援表现之乏力。赛季初引入的杰克逊以
场均 15.8 分、4.2 次助攻的表现“荣膺”球迷心
中“队史最水小外援”称号，替换他的达柳斯·
莫里斯也仅在首战击败广厦时有惊艳表现，
随后便泯然无为。
常规赛后，两队为补阵容短板均迎来旧
将回归。伤势康复、体重显降的布拉切重返
新疆阵中，在与山东队的两场热身赛中表现
尚佳。广东则签下上赛季帮助球队打入决赛
的控卫斯隆，一直在海外联赛征战的他竞技
状态也保持得不错。
据二人历史表现预测，布拉切的积极作
用可能会更加明显，他不仅个人攻击力极强，
还能为外线射手群创造更多出手机会，而亚
当斯也能够得到更多休息，为末节提速反击
蓄力。尽管斯隆个人攻击能力稍逊，但善于
组织串联的他能更多地带动队友，使球队打
法更合理的同时为主将易建联分担。
砝码二：
主将对决 谁更稳定？
缺少布拉切的日子里，
小外援亚当斯屡有
“超神”
表现，
率国内众将守住了冠军球队的尊严，
超强的攻防能力使他稳坐新疆男篮主将位置。
本赛季，老将易建联成为广东摘得常规
赛季军的最有力保障。在大外援尼克尔森打
法偏外线的情况下，易建联几乎以一人之力
撑起广东内线。
上赛季总决赛，布拉切与周琦组成的内
线双塔使易建联顾此失彼。如今只需面对缺
战 良 久 的 布 拉 切 ，对 他 来 说 无 疑 是 个 好 消
息。但需注意的是，常规赛场均 36 分钟的出
场时间无疑是对内线老将的巨大消耗。易建
联能否延续神勇状态对广东至关重要。
而亚当斯则需解决好与布拉切的球权分
配问题。常规赛阶段，亚当斯场均出手 30.5
次，这一数据将在布拉切回归后受到压缩。
若不出意外，广东将会扩大对亚当斯的领防
面积，以延缓其推进速度，同时还将布置协防
限制其火力。亚当斯能否及时分享开火权，
将是新疆进攻能否多点开花的关键。
砝码三：
阵容深度 何人爆发？
与上赛季总决赛相比，两队阵容变化不
大，新疆队阵容深度仍略占优势。
内线方面，
孙桐林和俞长栋场均可联手摘
下 13.2 个篮板，
共同筑起新疆篮下防线。俞长
栋场均命中两记远投，
也为球队进攻带来更多
选择。广东方面，
场均可得 23.3 分的外援尼克
尔森攻击火力不弱，
但习惯游走外线。在刺刀
见红的八强赛争夺中，若要给易建联更多支
持，
他和任骏飞还需要有更强硬的表现。
锋卫线上，李根与周鹏的对位将是最大
看点。同为本土小前锋中的佼佼者，投突俱
佳的两人在上赛季总决赛中均有亮眼表现，
此番对决表现还将取决于场上发挥与各自球
队需要。西热力江、可兰白克仍是新疆最为
倚重的外线屏障，两人精准的远投也将引起
广东足够的重视。伤愈归来的赵睿在对阵山
东、辽宁的比赛中均有不错发挥，他与小将胡
明轩将是广东外线不可或缺的战将。

深圳惨遭广厦逆转
新华社深圳 3 月 13 日电（记者荆淮侨）
CBA 联赛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 13 日打响。
深圳队主场迎战常规赛冠军广厦，尽管两名
外援合力拿下 85 分，且一度领先较多，但他
们最终仍以 119：122 不敌对手，广厦在五场三
胜的系列赛中占得先机。
五人得分上双的山东队则在客场以 104：
100 击败江苏队。丁彦雨航拿到全场最高的
33 分，
山东队五人得分上双。江苏方面也有四
人得分上双，
布鲁克斯拿到全队最高的 27 分，
拉杜利察拿到17分、
13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猛龙

升至 NBA 实力榜头名

勇士锁定季后赛席位 马刺跌出前八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3
月 13 日，火箭给勇士送上大礼。
在火箭以 109：93 战胜马刺后，勇
士则成为联盟第四支锁定季后
赛的球队。目前勇士的战绩为
51 胜 16 负排在西部第二，距离火
箭差 2 个胜场。
勇士比第三名的开拓者领
先了 10.5 个胜场，但他们身后的
8 支球队混战非常激烈。
目 前，爵士（第八位）、掘金
（第九位）和马刺（第十位）三支球
队的战绩全是 37 胜 30 负，
谁会最
终进入季后赛还是个未知数。跌
至西部第十的马刺距离第四位雷
霆只差了 2 个胜场而已。

当然，没有莱纳德的马刺处
境很不妙，如果他们真的错过季
后赛，那将是球队自 1996-1997
赛季以来的第一次。如果马刺
最终排在西部第七或第八位，而
复出的莱纳德恢复了状态，那对
于火箭和勇士来说，不管谁遇到
马刺都肯定要头疼一番。
不过，火箭和勇士最大的敌
人还是彼此。目前火箭众志成
城要死守西部第一的位置，勇士
虽然表示对战绩没执念，但他们
不可能不知道火箭的威胁有多
大。如果不出意外，他们必定会
在季后赛相遇，这才是本赛季真
正的重头戏。

其他战报
雷霆 106:101 国王
雄鹿 121:103 灰熊
开拓者 115:99 热火
3 月 14 日
07:00 步行者 VS76 人
07:00 森林狼 VS 奇才
07:30 雷霆 VS 老鹰
07:30 独行侠 VS 尼克斯
07:30 猛龙 VS 篮网
08:00 黄蜂 VS 鹈鹕
08:00 快船 VS 公牛
08:30 魔术 VS 马刺
09:00 活塞 VS 爵士
10:00 骑士 VS 太阳
10:30 掘金 VS 湖人
3 月 15 日
07:00 雄鹿 VS 魔术
08:00 奇才 VS 凯尔特人
10:00 热火 VS 国王
10:30 湖人 VS 勇士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12 日电（记者王集旻）
NBA12 日公布了由篮球专栏专家舒曼评出
的新一期实力榜，猛龙凭借击败火箭一役，从
上周的第三升至实力榜首位。
在上周进行的东西部榜首对决中，猛龙
取 得 了 一 场 标 志 性 的 胜 利 ，他 们 在 主 场 以
108：105 击败火箭，让火箭 17 连胜的战绩成
为历史。更重要的是，火箭赖以成名的三分
球战术被猛龙遏制，全场猛龙三分球得分以
45：27 超出对手，其中火箭旧将洛瑞三分球九
投七中。此外，猛龙是全联盟第一支获得季
后赛席位的球队。
火箭在实力榜上从头名滑落至第二，球
队 17 连胜战绩作古。勇士在实力榜上由第
二滑落到第三。排在联盟实力榜第四的是开
拓者，在 12 日对阵热火前，他们已经取得九
连胜，其中包括两胜勇士，状态非常火热，当
家球星利拉德的手感也非常出色。排在第五
的是凯尔特人，他们也锁定了季后赛席位，在
东部排行榜上位居猛龙之后列第二，在他们
身后的是步行者，由于有一定差距，因此凯尔
特人还有时间应对球队主力欧文和布朗的伤
病问题。

巴黎银行公开赛

小威遭大威淘汰
新华社美国印第安韦尔斯 3 月 12 日电
（记者郭爽）在美国印第安韦尔斯 12 日进行的
巴黎银行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中，大威廉
姆斯以 6：3 和 6：4 淘汰生女之后重返赛场的
妹妹小威廉姆斯。
当天耗时约 1.5 小时的比赛是大小威在
职业比赛中第 29 次交战。尽管当日落败，但
小威仍以 17 胜 12 负的交手记录领先姐姐。
现年 37 岁的大威廉姆斯是本届比赛年龄
最大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八。下一轮她
将迎战世界排名第 21 位的拉脱维亚选手塞娃
斯托娃。
现年 36 岁的小威在 2017 年年初获得澳
网冠军，当年 9 月生下女儿。去年澳网以来，
除偶尔参加一些表演赛或双打比赛，小威已
有 14 个月缺席女单正式比赛。2018 年澳网
一度传出小威准备参赛的消息，但她因未准
备好而没有参赛。
“我丢掉了一些本来不会丢的球，那么接
近。
”小威赛后说。

德约科维奇：

我感到自己就像个菜鸟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12 日电（记者王集旻）
巴黎银行公开赛 11 日爆出冷门，塞尔维亚前
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首秀遭淘汰。德约科维
奇在 12 日接受男子职业网球协会（ATP）官网
采访时表示，
他的表现就像个“菜鸟”
。
德约科维奇曾长时间位居世界第一，但
是最近一年饱受伤病困扰，不久前还刚刚接
受了肘关节手术。尽管赛前就对自己的目标
设定很低调，但是第一场比赛就被扫地出门
还是让塞尔维亚人非常失望。
“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刚刚踏入职业赛
场的菜鸟，这场比赛就好像是我职业生涯的
第一场比赛，没有节奏，没有章法，整场比赛
都在挣扎，这种感觉非常奇怪。输掉比赛我
可以好好养伤，但同时这感觉也很不好，”德
约科维奇说。
德约科维奇承认自己的伤病还没有完全
恢复。
“ 在过去 9 个月我仅仅打了几场比赛，
在比赛场上还不能建立完全自信。我的内心
还在不停挣扎，到底自己的伤病好了，还是并
没有完全恢复。就算是我没有疼痛的感觉，
我还是想着自己的伤口，毕竟这些老伤已经
很长时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