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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运会男篮 北京 56:63 广东

输的这 7 分 有点遗憾
北京首战惜败广东 主帅肯定队员表现

足彩不再仅笑谈

北京队员严防易建联（中）。 北京晨报记者 王巍 / 摄

交锋 末节崩盘遗憾落败
第十三届全运会
男篮成年组比赛昨天
开战，位于 A 组的北
京队首场就迎战卫冕
冠军广东队， 在与对
手紧咬了 3 节半的
情况下， 末节后半段
崩盘， 最终以 56 比
63 告负。带队的首场
公开比赛， 希腊人雅
尼斯表示， 年轻队员
从中收获了经验。

广东队是上一届全运会的冠
军，本届集合了易建联、李慕豪、
周鹏等 CBA广东队和深圳队的
精英队员，依然是夺冠热门。从纸
面上看，北京队实力处于下风。首
节打了不到 2分钟，北京队就被
以 8比 0打停，随后通过 2次突
破得分在进攻端打破僵局，开始
追分。最后 2分钟，方硕连得 5
分将分差缩小到 2分，首节以 11
比 13落后。次节，北京队继续紧

咬比分，并由方硕 2罚命中将比
分追平。还剩 3分 56秒时，朱彦
西篮下造成杀伤，广东队还吃到
一次技术犯规，朱彦西 3罚 2中，
北京队全场首次取得领先。易建
联节末最后 1分钟发力，连得 5
分为广东队反超。半场结束，北京
队以 26比 32落后。
下半场开始，王旭 2次外线
得分加 1次突破抛投，北京队在
第三节还剩不到 4分钟时追到只

差 2分。但广东队利用内线优势，
始终主导局面。方硕本节命中压
哨中投，北京队追成 45比 48进
入第四节。末节前半段，比分依然
没有被拉开，方硕的“长两分”一
度追到只差 1分，但广东队随着
完成一次抢断快攻，北京队 1分
多钟连丢 7分，不得不请求暂停。
节末，广东队的三分将分差扩大
到两位数，比赛也失去悬念。最
终，北京队以 56比 63输掉首战。

帅论 虽有失误不掩亮点

本场比赛，方硕得到全场最 比赛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的队
高的 22分，王旭也有 12分进 员非常努力，但他们需要在接下
账。但面对易建联、李慕豪领衔的 来的比赛做得更好。”
广东队内线，北京队在篮板球上
对于比赛过程，雅尼斯认为：
以 21比 40落后。对此，雅尼斯 “大部分时间比分都很接近，但最后
指出：
“我们知道广东队拥有很多 三四分钟我们犯了重大错误。但我
很有天赋的球员，篮板将是这场 依然认为队员们打得很不错，这场

比赛对年轻球员的成熟很有帮
助。”广东队头号球星易建联本
场得到 9分和 6个篮板。雅尼斯也
坦言，对他的防守基本达到效果。
“我们需要做的是，让队员熟悉在
场上的情况，如何进行低位防守，
总体来说我们的防守做得不错。”

新人 珍惜机会提高自身

本届全运会男篮成年组增加
了新政策，各队每场 12人名单中
必须有 5名 95后球员，且在场上
不少于 2人，给了新生代球员锻炼
的机会。
北京队的王旭等球员预赛阶
段就崭露头角；决赛阶段，北京队
为了锻炼新人，给混血内线塔瑞
克·尤尼加报了名。昨日首战，王旭
得分上双，塔瑞克也是第一次参加

京彩聚焦

成年组的正式比赛，张卓则抢下全
队最高的 5个篮板。对于这些 95
后新人，雅尼斯以鼓励为主：
“这次
全运会对我们的年轻队员是一次
表现的机会，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潜
力，对新赛季备战也有帮助。”
王旭赛后说，第一次全运会
非常激动，全队也进行了很长时
间的准备。作为他个人来说，已经
顾不上怯不怯场。小伙子作为后

卫，为球队得到了第一分，并在第
三节拿下 8分，引领了追分的攻
势。“第一场球，身体还是有点紧，
后来自己慢慢调整，教练也给我
鼓励，就正常了很多。”王旭说，跟
易建联等 CBA顶级球员同场竞
技的机会来之不易，会珍惜这次
全运会的机会提高自己。
北京晨报天津专电
特派记者 刘晨

传统足彩将从 9月 11日
起推出 3.12亿派奖活动，届时
足 彩 头 奖 最 高 可 翻 番 ，达
1000万。闻听此讯，不禁想起
足彩上市之初的两个著名的
“中奖笑谈”。
某彩民中了某期胜负游
戏头奖，当即打电话向老板提
出辞职。次日开奖后，发现奖
金只有几千块，火锅奖。一个
字，悔！
某单位同事合买某期足
彩，击中一等奖。得知彩果后，
大伙当即夜宵狂欢庆祝，花了
两千多，还盘算着奖金到手后
要不要把自行车换成汽车，结
果第二天一开奖，头奖只有
198元，全国好几万人中奖。
一个字，窘！
当年的中奖笑话，现在很
少发生了，人们对足彩的认识
也变得更加清醒、理性和全
面。与刚发行上市时相比，足
彩的很多变化都在潜移默化
中发生。从最初一周只猜一到
两期的“周末的狂欢”，到现在
每周能吃上四五顿的“日常大
餐”，赛事资源的不断丰富为
投注者提供了更多选择，足彩
也变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十几年前，足彩几乎是我
国竞猜型彩票的“独苗”。随着
竞彩的上市，足彩迎来了“好
伙伴”，也迎来了“本是同根
生”的空前竞争，上行阻力越
来越大。面对新的市场环境，
体育彩票管理者不断开源、求
新，除不断拓展赛事资源、丰
富受注赛事类型之外，派奖也
成为刺激市场、回馈彩民的重
要抓手。
足彩在历年派奖活动中，
主题、内容和投入不断深入。
2017年，即将启动的 3.12亿
派奖更是力压诸多“前任”，成
为史上总额最高、力度最大的
一次足彩派奖。在一项网络调
查中，今年足彩派奖赢得了普
遍支持与期 待 ，目 前 已 有
70.5%用户表示“会因派奖加大
投注力度”，86.9%用户对派奖
“支持，点赞”，82.1%用户认为
“派奖会促进足彩销量提升”。
3.12亿派奖即将来袭。它
在回馈彩民、反哺市场的同
时，也将引发人们对传统足彩
如何在新形势下砥砺深耕的
新一轮反思。市场反响与舆论
献策，都有望成为此次足彩派
奖可期的宝贵财富。 （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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