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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前瞻

首钢战上海 小心三分雨
■

弗神远投准过中投 防投不防突是正招

今晚的 CBA
联赛第八轮，北
京首钢男篮将在
主场迎来开赛至
今的最强对手上
海男篮。同样拥
有双外援的他们
在拿下一波四连
胜后，暂时以 5
胜 2负排名积分
榜第五。北京首
钢队要想在今
晚的比赛有所
作为，就需要紧
盯弗雷戴特与明
纳拉斯，防止在
主场被“三分雨”
浇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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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技：无解三分
弗雷戴特的三分球投射能
力出众，在大学征战 NCAA期
间就成为了得分能力最强的球
员之一，被赞誉为“不可思议的
超级得分手”。虽然他在 NBA
的生涯并不成功，但去年加盟上
海队后，成为了 CBA后卫线防
守队员的噩梦。上赛季客场挑
战广厦队，弗雷戴特独自砍下
73分，轰动一时。
本赛季弗雷戴特伤愈复出，
至今出战 7场，场均得到 40.3
分、5.9次助攻和 1.9次抢断，其
中两场比赛得分 50＋。第六轮
面对马布里率领的北控队时，他
砍下了全场最高的 53分，还创
下本赛季多项个人纪录：单场三
分球最多（11个），单场助攻最
多（10次）。目前他的个人最低
得分则是第二轮与天津交手，但
也有 25分入账。
弗雷戴特的三分球很是无
解，命中率更是超过了“半截篮
儿”。目前他的场均两分球出手
25.9次命中 6.9次，三分球则是
场均 15.3次命中 6.9次，命中率

29岁
108公斤

绝技：能里能外

达到了 45%。在 CBA联赛官网
评选的第二周最佳球员中，弗雷
戴特就以这样的表现摘得了最
佳外援的称号。
要想限制住弗雷戴特的进
攻实在是难上加难，除了正常
挡拆后出手之外，他的三分球
多数都是毫不讲理的干拔，甚
至很多时候是距离三分线两步
之远，这让防守人很难做出判
断。在有快攻上篮的机会时，他
也会在三分线急停选择远投，
强大的自信和命中率让弗雷戴
特可以打得“不合理”，也让对
手毫无办法。与许多三分投手
一样，他的出手点多数在两侧
45° 角，在弧顶弗雷戴特也有
着不错的手感，而两侧 0° 角
则是他的“禁区”，因为他基本
不选择在这里出手。
面对弗雷戴特的进攻，首钢
队要从无球防守开始做起，对他
进行消耗。由于弗雷戴特的进攻
距离较远，首钢队还要适当地扩
大防守面积，在一人领防的情况
下还要注意对他进行包夹。

弗雷戴特的得分能力似
乎掩盖了上海队其他球员的
光芒，首钢队要注意的还有对
手阵中另一位更加高效的外
援——
—明纳拉斯。这位来自东
欧地区 VTB联赛的得分王
也有着一手精准的三分球，甚
至可以与队友弗雷戴特一较
高下，堪称球队在四号位上的
“超级炮台”。
从出场时间来看，弗雷戴
特目前以场均 43.1分钟排名
联赛第一，高得分自然不在话
下。然而明纳拉斯仅以 29.8
分钟排名联赛第 63位，但他
的场均得分却达到了 31分，
在得分榜上位列第 8，可谓效
率十足。
作为上海队的大外援，
明纳拉斯恐怖的地方在于他
的三分球投射能力，命中率
甚至超过了队友弗雷戴特。
七轮比赛至今，明纳拉斯的
场均三分球 8.7投 4.9中，命
中率达到了 56%。在面对新
疆这样的对手时，他仅出场

32分钟就砍下了个人单场最
高的 42分。首节比赛，明纳
拉斯仅出场 8分钟就砍下了
16分。半场结束，明纳拉斯在
外线一共 8投 6中，得到了
20分。第三节，他更是杀红
了眼，单节狂砍 22分。赛后
新疆队主教练李秋平也表示
对明纳拉斯的防守没有做
好，“让对方大外援三分投的
太多，我们没想到他投的距
离这么远。”
让大外援频频 三 分 出
手，超额完成得分任务，这显
然不合理。面对上海队，如果
让明纳拉斯和弗雷戴特同时
在外线开投的话，那首钢队
很难有赢球的机会。首钢队
在防守布置上需要“防投不
防突”，要有意增加他的突破
机会，不让他投篮。可以让明
纳拉斯以消耗的突破方式进
行得分，而不能让他轻轻松
松地在外线扔进三分球。
此外，首钢队还要注意
对手的首发第二得分点——
—
老将卢伟。在上海队主教练
刘鹏坚持的团队篮球理念之
下，国内球员得到了很好的
机会。在面对北控时，卢伟就
被委以重任，出场时间达到
46分钟，是役他得到 19分、
6次助攻。
北京晨报记者 王希■

京彩聚焦

彩站再亮 5红单
本期，亮相“京城彩站晒
红单”栏目的 5张中奖票分别
出自北单、竞彩、11选 5和顶
呱刮这几种不同的游戏。值得
一提的是，这 5张“红单”的中
奖回报全部超过了 10倍，其
中的一张顶呱刮“麻辣 6”票
种的 600元中奖票，面值只有
5元，回报高达 120倍。
11月 2日 19点 30分，
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前进花
园牡丹苑 5-1-101负一层底
商的 I智慧竞彩店，一彩友投
注北京单场足球总进球数 3
串 4玩法，花费 108元，中奖
2202元，回报 20倍。从中奖
票面上看，这位彩友选择的
期次为第 71101期，3场对阵
比赛全部出自欧罗巴联赛。
很显然，从对 3场比赛全部
选择了“012球”的整体思路
来看，这位彩友对欧罗巴的
目标赛事容易打出小球的彩
果十分看好。事实上，这种
“省事”的投注方式看似简
单，实际上深藏着投注者对
比赛走向的某种判断和把
握，可谓“简约不简单”。
11月 2日 23点多，在北
京 市 顺 义 区 I智 慧 竞 彩 第
33032体彩店，一彩友投注竞
彩足球混合过关，采用“7场
-4关”的串关方式，揽获 905
元奖金，实现 12倍回报。从中
奖票面上看，这位彩友投注的
7场比赛也全部出自欧罗巴联
赛。这张票如果 7场全部猜
中，将斩落 7094元奖金，但遗
憾的是最终猜错了伊斯坦布
尔对阵霍芬海姆以及维迪斯
对阵聚尔特瓦雷赫姆这两场
比赛，击中了其它 5场彩果，
中奖金额为 905元。
11月 7日下午 1点多，
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西花市
南里新景家园五号楼底商的
第 33004体彩店，一彩友投
注北京体彩高频 11选 5游
戏的任选五玩法，以一张单
式 5注票夺奖 540元，回报
达 54倍。在他选择的 5注号
码中，有三个特点：一是 5注
号码全部包括了“连号”的形
态；二是在 5注号码中，06是
唯一全部出现的号码，相当
于一个“胆码”；三是在这 5
注号码中，01、02、08这三码
均未出现，相当于一个变形
的“杀号”。这张单式 5注小
票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
特别鲜明的规律，其实却蕴
含着一定的“选连号”“ 选胆”
和“杀号”技巧。
不久前，在北京市东城
区磁器口大街附近的一家体
彩店，一彩友刮中 20元面值
的顶呱刮体彩即开票“大红
包”票种的 1000元奖金，回
报达 50倍。此外，在北京市
东城区第 33004体彩店，一
彩友在刮即开体彩顶呱刮
“麻辣 6”票种时，刮中 600
元奖金，票面只有 5元，回报
高达 120倍。
（马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