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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
08:00国王VS活塞
08:00雷霆VS魔术
08:30灰熊VS凯尔特人
08:30湖人VS尼克斯
08:30奇才VS热火
08:3076人VS猛龙
08:30快船VS老鹰
09:00森林狼VS公牛
09:00掘金VS火箭
09:00马刺VS鹈鹕
10:00步行者VS太阳
11:00爵士VS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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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津单飞6日 3050元 海南双飞6日 3550元 华东五市双飞6日 2950元
昆明+丽江+大理+香格里拉+版纳四飞8日3850元 厦门/鼓浪屿+武夷山+土楼+曾厝垵双飞9日3350元
成都/峨眉山+乐山+青城山+都江堰双卧6日2050元 桂林双飞5日3080元 +贵州双飞9日3480元
张家界+黄龙洞+十里画廊+杨家界+凤凰古城+芙蓉镇双飞6日1680元 重庆+贵州双飞6日2480元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1日 3950元 黄果树瀑布+荔波大小七孔+西江苗寨双飞6日3450元
恩施大峡谷+梭布垭石林+腾龙洞+土家女儿城+叶挺纪念馆双卧7日2650元 西安+延安双动4日1650元
德天大瀑布+古龙山大峡谷+长寿村+兴坪渔村+银子岩+世外桃源+木龙湖+宋城双飞8日 2980元

本报综合消息 这是球迷
口中“季后赛竞争最惨烈”的一
个CBA赛季，但也可能是毫无
悬念的一个赛季。

北京时间 1 月 22 日，CBA
联赛第 30 轮的 10 场比赛同时
开展，在被称为“总决赛预演”
的“疆粤大战”里，缺少主帅杜
锋的广东男篮在乌鲁木齐的

“魔鬼主场”，轻松地以 112 比
101 击败了单外援出战的新疆
男篮。

双杀新疆、豪取 13 连胜、
以 28 胜 2 负的战绩坐稳榜首
……卫冕冠军广东男篮已经在
常规赛里拉开了和其他 19 支
球队的差距。

尽管联赛第3名到第11名
之间都只有差不多2个胜场的
差距，季后赛席位竞争极其激烈，但是这个赛季的所有
挑战者似乎都难以阻止广东男篮夺下“十冠王”的头衔。

“疆粤大战”，这会是总决赛预演吗

联赛第30轮，新疆男篮在主场迎战广东男篮，CBA
公司和两支球队早早就在社交媒体上开始预热和宣传。

当联赛进入下半程，20 支球队的座次逐渐明晰之
后，“疆粤大战”的意义不言自明：一支是在赛前豪取12
连胜的卫冕冠军，一边是拥有周琦并且仅次于广东男篮
的“最强挑战者”。

然而新疆男篮主帅阿迪江未能掀翻榜首球队——
当西热力江在球队反扑的最后一节六犯离场时，阿迪江
教练眉头紧锁，不停地和西热力江沟通，而坐回替补席
的西热力江也是不住地摇头。

新疆在防守大将离场之后，的确失去了迫近比分的
能力，但其实在此之前，广东男篮和新疆男篮的差距已
经显露无疑。

虽然周琦在比赛一开始就给易建联送上了一记大
帽，但是易建联在整场比赛的稳定性却远超年轻的“大
魔王”。出场的30分钟时间里，易建联13次出手命中8
球，内突外投得到了17分和11个篮板，还有3次助攻和2
个抢断；反观周琦则完全找不到手感，21次出手只命中
了6球，得分比易建联少了1分，并且有4个失误。

而当两支球队的当家核心数据相近的时候，广东男
篮的其他主力展现出了更强的执行力——全场得到24
分的赵睿在下半场就拿到19分，任骏飞内突外投也得到
13 分。不仅如此，广东男篮的“双小外”一直保持着高
效，马尚·布鲁克斯的21分和威姆斯的17分中，很大一
部分都是在新疆试图反扑时得到的。

相比之下，新疆的轮换阵容看起来有些薄弱和稚
嫩，尽管范子铭的 26 分刷新了本赛季个人单场得分新
高，但对于比赛结果没有影响，而球队里除了克拉克的
27分，其他国内球员得分都无法超过10分。

作为联盟排名第二的球队，新疆在阵容深度和能力
上似乎都被广东男篮甩在了身后，即便是“总决赛预
演”，但双杀的结果仿佛已经暗示了新疆男篮难以阻止
广东男篮。

辽宁会是冲冠的“定时炸弹”？

如果新疆男篮阻止不了广东男篮，那么作为联赛第
三名的辽宁男篮有机会吗？

至少春节假期前最后一轮的这场大胜，给球迷留下
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在辽宁男篮以100比90战胜浙江稠州银行后，史蒂
芬森的滑翔战斧式劈扣又一次引爆了整个社交网络。

比赛第三节还剩最后不到两分钟，快攻中的史蒂芬
森从45度运球杀入内线，面对高高跃起的防守队员，史
蒂芬森果断腾空滑翔，张臂怒扣，篮球被重重扣进篮筐
的一刻，整个辽宁体育馆都沸腾了。

出战37分钟，15次出手命中10球，得到29分和7个
篮板，投篮命中率高达67%。这样的史蒂芬森让浙江队
主帅刘维伟也无奈感慨，“辽宁内外线平均，攻守成熟，
今天对他们这样的强队，我们的队伍显得信心不足。”

然而，史蒂芬森若想带领球队阻击广东男篮，最大
的问题就是他的状态和稳定性，以及他和球队的化学反
应。

联赛第一个“钻石焦点战”，史蒂芬森大喊着要“狠
狠地去赢球”，结果面对广东男篮空砍了34分却没能带
队赢球；

而在第三个“钻石焦点战”辽宁男篮对新疆男篮的
比赛中，史蒂芬森再次空砍了31分7个篮板，然后眼睁
睁看着球队在领先19分的情况下，遭遇大逆转……

“领先19分转眼就没了，反而越打越急。”资深篮球
评论员苏群在社交媒体上就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辽宁和
史蒂芬森的问题，“史蒂芬森完全游离于系统之外。最
后一节打的什么呀？”

赛季至今30轮过去，辽宁男篮先后遭遇了新疆男篮
和广东男篮的“双杀”，伤病自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
题，但是如何处理本土球员和大牌外援之间的攻守平
衡，至今都是一个难题。

阻击广东男篮，史蒂芬森如今还会像赛季之初那样
信心满满吗？

还有谁挡得住广东男篮

联赛至今，季后赛席位的竞争也进入了白热化，除
了新疆男篮和辽宁男篮，其他排在前12名的球队更关注
仍然是自己的排名座次。

毕竟从第4名到第11名的球队，不少球队之间只有
一两个胜场的差距。“第二集团”的厮杀和争夺，可以说
是季后赛打响前最大的看点。

从第4名开始，山东西王拿到19胜11负的战绩，和
他们身后的浙江广厦、北京首钢、吉林九台农商银行和
北京北控都一样。这就意味着，一场比赛的结果就会造
成排名上的巨大变动，比如浙江广厦可以从第9名飙升
到第5名，而北控反而一下跌到了第8名，浙江稠州银行
更是从第7掉到了第11名。

更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张季后赛门票的争夺同样激
烈，福建男篮和深圳男篮都是13胜17负，同曦12胜18
负，江苏11胜19负，差距非常之小。

对于联赛的观赏性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好事。毕
竟，当每一场比赛都会对排名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候，比
赛的对抗和激烈程度就会越来越高。

不过对于联赛最终的总冠军归属而言，这样的激烈
似乎没有太大影响。

毕竟从第4位的山东西王到第11位的浙江稠州银
行，似乎都没有实力能够在系列赛中战胜广东男篮。这
个赛季广东男篮就输了两场球，一场输给吉林男篮，一
场输给北控男篮，其余的比赛，广东男篮几乎都没有受
到太多冲击。

从这样的局面来看，广东男篮拿下“十冠王”的头衔
似乎近在眼前。

不过，这样的“寡头篮球”似乎对联赛整体的质量并
不算是一种激励，毕竟当所有球队都无法撼动广东男篮
的地位，联赛的最大悬念就消失了。

“十冠王”将是CBA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成就，但如何
能让过程来得更紧张刺激，就要看其余球队的表现了。

广东的“十冠王”没悬念了？
新华社墨尔本1月22日电

（记者郝亚琳 岳东兴）2020年澳
大利亚网球公开赛22日开始单
打第二轮的较量。中国“一姐”
王蔷以 6:1 和 6:2 轻松击败法国
小将菲奥娜·费罗，顺利晋级32
强。

去年美网的四分之一决赛
中，首进大满贯八强的王蔷遭到
了小威的横扫，仅仅拿下一局。
如果下一轮再次面对这位天后
级选手，王蔷笑言，这次要是赢
两局就是一个突破。

“多少会看一下（小威今晚
的比赛）。对于我来说，反而是
轻松的，毕竟上一次输得那么
惨。这次好好准备，争取比上一
次表现好。”王蔷说。

这是王蔷与费罗在大满贯
赛场上的第三次相遇，2019年的
澳网和美网赛场上两次交手，王
蔷都取得了胜利。

“多少都会有（心理优势）
吧，今天她上场之后你能很明显
地看出来，她不是太自信。”王蔷
说。

首盘，王蔷凭借第4局和第
6局的两次破发，很快以6:1先下

一城。第二盘，费罗明显情绪有
些急躁，非受迫性失误也在增
加。第 3 局和第 5 局，王蔷再次
两度破发。尽管第 6 局费罗终
于首次破掉王蔷的发球局，但已
无力挽回整体局势，最终 6:2 输
掉了第二盘。整场比赛仅仅用
时1小时1分。

顺利晋级 32 强后，王蔷下
一轮的对手有可能是小威，后者
将在今晚迎战斯洛文尼亚选手
塔玛拉·泽旦斯克。

其他的中国选手方面，张帅
6:2 和 6:4 击败美国选手麦克纳
利跻身 32 强。郑赛赛 2:6 和 4:6
不敌大坂直美，朱琳3:6和1:6输
给赛会 18 号种子艾莉森·里斯
克，遗憾出局。

女双赛场上，刚刚赢得2020
赛季WTA阿德莱德站女双冠军
的徐一璠和梅里查尔，不敌对手
止步首轮。赛会14号种子的杨
钊瑄/柳德米拉·基切洛克组合
也未能战胜对手。

23日，段莹莹/郑赛赛、韩馨
蕴/朱琳、彭帅/张帅等多对中国
组合，以及跨国组合王雅繁/布
林科娃都将出现在女双赛场上。

王蔷张帅晋级澳网王蔷张帅晋级澳网3232强强

新华社墨尔本1月22日电
（记者岳东兴 郝亚琳）虽然在澳
网期间将迎来春节，中国女单名
将张帅 22 日晋级 32 强后坦言，
作为职业球员常年在外征战，其
实都没有怎么在家过过年，只要
能赢球对大家来说就是节日。

当天，墨尔本公园迎来大风
天气，在外场的球员们或多或少
都受到些影响。张帅整场比赛
赢得酣畅淋漓，以6:2和6:4直落
两盘淘汰了美国资格赛选手麦
克纳利，连续两年晋级澳网第三
轮。

“我觉得今天因为风很大，
很难说谁能发挥得非常好，尤其
是在外场。我们很多球都是很
难在自己想要的点上击到球，所
以能在这样的情
况拿下比赛，其
实 都 比 较 不 容
易。”张帅说。

为期两周左
右的澳网，正值
春 节 期 间 。 在
20 日 首 轮 强 势
击败排名高于自
己的 24 号种子、
美国名将斯蒂芬
斯后，张帅在 21
日迎来了 31 岁
生日。

谈到是否有
空过节、吃顿年
夜饭时，张帅说，

由于赛程紧密，其实整个团队常
年都没有什么时间去庆祝，“赢
球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就是节
日”。

去年在澳网，张帅与澳大利
亚女将斯托瑟搭档，获得了第一
个大满贯赛冠军。她说，带着这
样的经历再度回到墨尔本公园，
自己感觉信心在提升。

“我觉得更有信心了。从去
年澳网后，我觉得每一次再站上
大满贯赛场时，都更有信心。不
仅仅是澳网，我觉得去年在法网
温网还是美网，发挥得越来越
好，越来越稳定。”

张帅在本次澳网还将兼顾
女双和混双项目。她将与彭帅
继续在双打找默契，也为东京奥

运会做准备。
“我也会尽量

去 努 力 打 好（双
打），但我还是打得
不太好，有时候还
是失误挺多的，我
觉 得 还 要 继 续 努
力，尤其在网前还
要多去练一练。所
以这也是为什么今
天比较早来（发布
会），一会我还得去
练一会儿。”

对 于 混 双 搭
档，张帅神秘地对
记者们表示，“等签
表出来就知道了”。

张帅张帅：：去年夺冠带来信心去年夺冠带来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