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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联赛总决赛具体赛程
4月26日 19：35 广东VS新疆
4月28日 广东VS新疆
5月1日 新疆VS广东
5月3日 新疆VS广东
5月6日 广东VS新疆（如有需要的话）
5月9日 新疆VS广东（如有需要的话）
5月12日 广东VS新疆（如有需要的话）

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24日电（记者马锴 孙哲）
CBA总决赛将于26日打响，广东男篮在主场迎战新
疆男篮，这是两队历史上第五次相遇在总决赛。面
对得分点多、冲击力强的广东男篮，正在积极备战的
新疆将士纷纷表示，球队目前凝聚力空前、士气高
涨，也针对广东特点做好准备，将在决赛中打出新疆
的精气神。

常规赛前半程，“单打至上”的亚当斯和频频更
换的大外援使新疆难以展示团队实力，战绩持续走
低，甚至一度被认为无缘季后赛。直到冠军教头阿
的江入主后，“找到魂”的新疆才逐渐展现出板凳实
力深厚的优势，依靠团队进攻和铁血防守先后淘汰
广厦、辽宁闯入总决赛。

谈及新疆男篮后半程的变化，主教练阿的江表
示：“都说新疆队有厚度，但球队形不成凝聚力，展现
不出团队作战能力，就是纸上谈兵。好在到了后期，特
别是最后几场比赛，球队展现出了团队作战能力，特别
是防守上达到了我希望看到的以守代攻的效果。”

进入季后赛，新疆男篮用擅长组织进攻的费尔德
替换了亚当斯，可兰白克、阿不都沙拉木、曾令旭等
多名外线球员火力得以更好释放。而在防守端，新
疆内外联动的压迫防守也给对手带来巨大压力。半
决赛最后两场，他们连续刷新卫冕冠军辽宁队的赛
季得分新低。

新疆男篮队长可兰白克表示，这得益于球队整
体氛围的改变，“阿指导带队后球队纪律更严明，我
们也按照要求去做，个人职业性提高了，球队场上执
行力也更强了，球队现在士气非常高涨，氛围超级
好，我们会保持平稳心态去拼每一场比赛。”

本赛季的广东男篮可谓气势如虹，不仅以42胜
4负的战绩领跑常规赛，季后赛前两轮更是兵不血刃
地横扫江苏、深圳。可兰白克表示：“广东的人员配
置和总决赛经验都远远超过我们，虽然他们很强，但
要想从我们身上拿走一场胜利，我们也会让他们先
掉一层皮。”

进入季后赛以来，小将阿不都沙拉木场均得到
21.2 分、8.4 个篮板，是球队不可或缺的战力之一。
对即将到来的总决赛，他表示：“到季后赛才是一支
真正的新疆队，按照季后赛的水平和实力，我们能打
进总决赛实至名归。希望自己保持季后赛的良好状
态，在攻防两端更多地帮助球队。”

除国内球员实力雄厚外，新疆和广东均手握 3
名外援，其中新疆的亚当斯和广东的比斯利虽未列
入使用名单，但均在随队备战中，只要战局需要，两
队随时可进行外援调整。外援发挥如何，是否会更
换外援，也被外界认为是决定总决赛胜负走向的重
要因素之一。

执教生涯首次握着“外援牌”的阿的江表示，使
用球员只是根据其能力强弱和特点，“新疆队在依靠
外援的同时，也要发挥本土运动员的作用，外援也应
该融入团队当中，成为兄弟一样，投入比赛中。”

时隔36年重返家乡球队，又率队闯入阔别已久的
总决赛，阿的江表示，尽管广东队是本赛季最强的球
队，“但进入了总决赛，我们就要放手展示出球队的精
气神，期待和广东为大家呈现出总决赛级别的比赛。”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李博闻
林德韧 郑直）总决赛第五次“疆粤之争”注
定将成为 CBA 历史上又一次经典对抗，广
东男篮将向着“九冠王”发起冲击，而上次在
总决赛击败广东的新疆男篮则期待第二次
征服老对手。

本赛季广东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强大的
统治力，易建联领衔众多国手，并引进了马
尚·布鲁克斯等外援，常规赛一路高歌猛进
42胜仅4负，季后赛一场未输晋级总决赛顺
风顺水。而经历了换帅的新疆在阿的江的
带领下也焕然一新，小外援菲尔德顶替亚当
斯与球队迅速磨合，季后赛力克广厦、辽宁
两大强敌，晋级之路“含金量”十足。

两队对抗堪称“矛盾之争”，广东有当今
联盟最猛的进攻火力，主教练杜锋引领广东
掀起小球战术风暴，季后赛7场比赛全队场
均得到131.3分、56.7个篮板、26.7次助攻皆
名列联赛第一。

威姆斯和布鲁克斯的组合越发默契，两
人数据也颇为全面，在季后赛威姆斯场均贡
献21.4分和5.6个篮板，布鲁克斯场均得到
23.0 分和 10.0 个篮板。两名外援都是体系

型球员，在团队篮球的打法下，他们分别贡
献场均7.1个和 8.0 次助攻。“定海神针”易
建联告别了常规赛的“养生”打法，半决赛
对阵深圳的第三场和第四场比赛，易建联
连续砍下了 33 分、14 个篮板和 37 分、17 个
篮板的恐怖两双。除了季后赛场均贡献
22.6 分的易建联，老将周鹏依然发挥着经
验优势，场均可以得到13.9分，而中生代中
的任骏飞和赵睿也是广东实力冠绝联盟的
底气。

而如今的新疆队拥有全联盟最令人胆
寒的防守，阿的江入主后，全队纪律愈发严
明，一路稳扎稳打，防守的方式和状态都有
着不小的改变。半决赛第四场和第五场，新
疆分别只让辽宁得到81分和62分，辽宁两
大得分手被限制，郭艾伦在第四场只得到7
分，哈德森在第五场只有5分入账。内线也
是新疆的一大优势，除了外援斯托克斯，他
们还拥有范子铭、俞长栋、孙桐林的丰富轮
换。锋线拥有李根和阿不都沙拉木的豪华
阵容，特别是作为近年来 CBA 最为抢眼的
新锐之一，阿不都沙拉木在去年中国男篮亚
运会夺冠上的表现就十分亮眼，回到联赛也

更加出色，截至目前季后赛场均21.2分，仅
次于两个外援排在全队第三，此外还能贡献
8.4 个篮板。常规赛外援 MVP 亚当斯被菲
尔德取代后，新疆的各个位置更加平衡，更
加适应团队风格的费尔德有效地激活了新
疆多个进攻火力点，让新疆成为一支攻守更
加兼备的球队。

此外，双方主帅的对决也颇有渊源，广
东主帅杜锋来自新疆，而现在的新疆教头阿
的江于2007年率领八一在CBA夺冠的时候
战胜的正是广东，那时的杜锋还是广东阵中
的一员猛将。而在总决赛执教经验方面，阿
的江显然比杜锋更有经验。

“矛盾之争”主导疆粤全线较量
CBA联赛总决赛第一场 4月26日 19：35 广东VS新疆

新疆新疆男篮将士男篮将士：：

决赛要打出精气神

新华社华盛顿4月 23日电 23
日，NBA 季后赛首轮将继续展开争
夺。76人和猛龙分别战胜篮网和魔
术 ，从 而 以 总 比 分 4：1 晋 级 第 二
轮。马刺再赴高原挑战掘金，穆雷
帮助掘金赢下天王山之战。利拉德
送出逆天的 50 分和超远三分球绝
杀，帮助主场作战的开拓者以4：1送
走雷霆。

在恩比德的带领下，76人开场送
出14：0的攻击波，半场结束时分差已
扩大到29 分，76 人在第三节一度将
分差扩大到39分。末节场上出现插
曲：库鲁茨和博尔登最后时刻发生冲
突，导致库鲁茨、博尔登、门罗都被驱
逐出场。最终 76 人以 122：100 轻松
击败篮网，从而以4：1的总比分晋级
第二轮。

猛龙带着赛点回到
主场，首节洛瑞独自拿下
猛龙的前9分，在他的带
领下，猛龙打出一波22：3
的攻击波。次节魔术试
图缩小分差，但猛龙半场
结束时仍以67：47领先。

从场面和比分来说，猛龙都没有
给对手任何机会。第三节伦纳德命
中多个三分球，最终猛龙以 115：96
大胜魔术后晋级。猛龙在季后赛次
轮的对手是76人。

掘金和马刺此前战成2：2，此役
掘金坐拥主场之利。掘金领先7分结
束首节。次节马刺接连拿分，贝里内
利的三分打停了掘金。随后穆雷和
哈里斯开始发挥，帮助掘金以53：42
领先进入下半场。第三节双方争夺
非常激烈，但随着节末约基奇砍下8
分，领先22分的掘金杀死了比赛。最
终，掘金以108：90击败马刺，从而以
总比分3：2领先。

开拓者带着总比分 3：1 的优势
回到主场面对雷霆，双方势均力敌，
末节激战中，最后时刻双方战成

115：115。最后 6.5 秒，
开拓者发球，利拉德在
三分线和中圈的中间位
置投出超远三分，帮助
开拓者以 118：115 绝杀
雷霆，并且以总比分4：1
晋级。

掘金大胜马刺赢得天王山之战

4月25日
08:00 爵士VS火箭
10:30 快船VS勇士
4月26日
08:00 掘金VS马刺

新华社华盛顿4月23日电（记者王集旻）据美
国当地媒体23日报道，湖人前任主帅、现任国王主
帅沃顿被一名曾担任记者的女性起诉性侵犯。

据媒体报道，这位名叫坦南特的女性曾是一
名体育记者，坦南特近日在洛杉矶地区对沃顿提
起控诉，称沃顿在担任勇士助理教练的时候，在一
家酒店房间里对她进行性侵犯。

坦南特称她一直把沃顿视为朋友，并邀请后
者为她出版的新书撰写序言。坦南特称，新书出
版后她准备当面赠送一本给沃顿，结果在沃顿的
酒店房间里遭到后者性侵犯。

坦南特称自己从未对任何人说起此事，而在
沃顿担任湖人主帅后，还经常对她进行性骚扰。

沃顿的代理律师鲍特表示该指控是“无稽之
谈”。“原告不是什么受害者，只是个投机分子，她
的指控不可信。”鲍特说。

勇士和湖人均表示对此事不知情。沃顿在
2014年至2016年期间担任勇士助理教练，随后担
任湖人主帅。本赛季由于湖人战绩不佳，球队本
月同沃顿分道扬镳，沃顿随即成为国王主帅。

新华社华盛顿4月23日电（记者王集旻）太阳
23日宣布，由于本赛季战绩糟糕，球队已经解雇主
帅科科什科夫。

“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球队决定还是对主教
练人选进行重新规划。我们感谢科科什科夫在过
去这个赛季对球队的贡献，希望未来他有个更好
的前程。”太阳总经理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 2017-2018 赛季，太阳战绩为 21 胜 61 负，
科科什科夫在本赛季加盟太阳，本来被球队寄予
厚望，希望他能带领球队走上复兴之路，但没想到
太阳并没有起色，整个赛季取得了19胜63负的战
绩，在西部排名垫底，还不如此前赛季获胜的场次
多。本赛季常规赛太阳还曾经连续输掉 17 场比
赛，创下球队历史上连败场次之最。

太阳最近几个赛季一直处于阵痛之中，除了
成绩惨淡之外，换帅也非常频繁。据当地媒体报
道，在解雇科科什科夫之后，太阳有意聘请昔日鹈
鹕主教练威廉姆斯执掌帅印，不过后者也是湖人
追求的目标。

科科什科夫在太阳期间，是其职业生涯首次
担任美职篮主教练，此前十余年里，他在很多球队
担任过助理教练。

太阳解雇主帅科科什科夫主帅科科什科夫

湖人前主帅沃湖人前主帅沃顿被控性侵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北京时间24日凌晨，
田径亚锦赛在卡塔尔多哈结束了第三比赛日的比
拼，中国田径队共获得2金3银1铜，女子4×100
米接力队则以42秒87创造了到目前为止的本赛
季世界最佳，并打破了赛会纪录。

本次赛事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在当地时
间晚间开始，只有一枪比拼。中国队第一棒派出
了此前在女子100米比赛中发挥出色的梁小静，第
二棒由韦永丽承担，第三棒为孔令微，最后一棒为
葛曼棋。四位姑娘在比赛中配合默契，流畅交接，
最终葛曼棋以领先第二名超10米的距离，第一个
到达终点，成绩为42秒87。这一成绩是本赛季到
目前为止的世界最佳。

在男子4×100米接力预赛中以39秒06的成
绩获小组第一晋级的中国男队，在决赛中因犯规
而无缘奖牌。本次决赛四棒选手分别为：吴智强、
谢震业、梁劲生、江亨南。这是中国队本赛季首场
男子百米接力决赛，也是这个组合的第一次大赛
合作，尽管他们以 38 秒 88 的成绩第一个冲过终
点，但却因为犯规而被取消成绩。

在女子撑竿跳高决赛中，李玲以4米61的成绩
夺冠，而徐惠琴则以4米36的成绩摘得银牌。在女
子3000米障碍决赛中，许双双以9分51秒76的成
绩夺得银牌。在女子三级跳远决赛中，曾蕊凭借第
一跳13米65的成绩获得银牌。在女子全能比赛
中，王庆玲以5829分的总成绩收获一枚铜牌。

中国女子接力

创今年世界最佳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24
日晚，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亚洲田径
锦标赛结束了男子 110 米栏决赛的
争夺，中国选手谢文骏以 13 秒 21 的
个人最好成绩获得冠军，该成绩不仅

排名今年世界第一位，而且还打破了
刘翔在2011年亚锦赛上跑出的13秒
22 的赛事纪录。此外这也是谢文骏
第二次获得亚锦赛男子 110 米栏冠
军。

田径亚锦赛：谢文骏打破刘翔赛会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