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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 辽宁 104:97 首钢

想逆转 可惜有心无力
终场前追至落后 3 分 残阵首钢未能阻辽宁

京彩聚焦

CBA 常规赛第 12 轮昨晚战罢， 北京首钢男篮客场面对排
名榜首的辽宁队，在前三节落后两位数的情况下，末节后半段一
度看到翻盘希望，但最终以 97 比 104 惜败。

北单比分 精准打击

复盘 末节反击差口气

开场连得 5分后，首钢队
突然失去了节奏，被辽宁队在
2分多钟里连得了 16分，首节
结束就建立了 10分优势。正
如主教练雅尼斯赛后所说，这
样的“一波流”几乎为整场比
赛奠定了基调。而首钢队虽然
赛前预判到了，但面对被动局
面仍显得办法不多，第二节和
第三节各有一次将分差缩小
到 6分，也都在此后出现了失
误，被对手抓住机会，重新稳
住阵脚。
“对方研究了我们的人员
情况，清楚我们的轮转阵容。就
像我之前说的，我们在阵容上
有短板，缺兵少将，这对球队造

成了伤害，这也使得我们没有
打好开局。”雅尼斯分析道。同
时，他也认为，队员面对不利局
面时的表现仍有可取之处：“后
面几节我们打得还可以，二、三
节打平，第四节甚至赢了，还是
做得不错的。”
最后不到 4分钟还落后
10分，到还剩 2分 06秒时朱
彦西的底角三分追成 92比 95，
胜负一度产生悬念，但首钢队
最终没能抓住机会。“之前我们
就清楚，辽宁是一支高水平球
队，有底蕴，阵容成熟，打这样
的球队，不能允许今天这样的
情况一开始就发生。”雅尼斯总
结道。

盯人 杰克逊苦撑全队

韩德君昨晚发烧缺席，但
巴斯和李晓旭主打的辽宁队内
线依然取得了极大优势，两人
分别贡献 27分和 16分，让汉
密尔顿的 12分和 4个篮板相
形见绌。在内线吃亏的情况
下，杰克逊挺身而出，担任起
终结进攻的职责，全场出手 22
次，拿下 35分，均为赛季最
高；相应地，4次助攻则是前
12轮最少。第二、三节追到只
差 6分，皆因为他的突破得
分；最后时刻，他的“长两分”
和助攻朱彦西命中的底角三
分，一度让球队看到了逆转的
希望。但终究离翻盘近在咫
尺，AJ 赛后也表示，让球迷和
教练组失望了，“ 我们在后面
的努力收到了效果，但和上场
比赛一样，我们的开局不太

好。这也是我们球队学习的过
程，要想在联盟里成为有竞争
力的球队，需要向对手一样打
球，所以要赞扬对手的表现。
我们接下来需要回到北京，
重整旗鼓，去面对新的挑战，
也就是刚刚连胜的球队 （深
圳队）。”
在缺少了翟晓川的情况
下，方硕也主动加强攻击，昨晚
得到 21分。尽管首节出现 3次
失误，但他及时调整，末节的 2
记外线得分为球队“续命”。方
硕坦言，出现失误是因为心态
上有些着急，在球队人员不整
的情况下，需要每个人都为全
队多做一些，“ 还是收拾心情，
把上半场慢热这个问题还有防
守强度有所改进，准备下一个
对手深圳队。”

北控 盼止住连败颓势

北控篮球俱乐部北京农商
银行队今晚继续坐镇主场，将
迎来同为三外援的广州队。已
经两连败的局面下，止住颓势
是北控队的当务之急。
广州队本赛季摆脱了此前
在联盟中排名倒数的境地，战
绩与新疆队同为 7胜 5负，可
见实力有明显提升。广州队与
北控队三外援配置类似，一大
一小两名美国外援，加上三四
号位上的桑尼。国内球员方面，
两方实力也不相上下。
由于赛季初签下的小外援
弗格受伤，广州队本月初宣布
签下替换外援——
—前雷霆球
员克里斯顿。这位威少前队友
目前在 CBA出战 2场，场均
22.5分，广州队都取得了胜
利。上一轮主场对阵山西队，
正是克里斯顿完成了“准绝

杀”。尽管在得分上，前者要高
于场均 13.2分的马布里，但老
马在球队中的领袖作用和关
键时刻的个人能力已在 CBA
受到广泛认可。
内线方面，兰多夫是北控
队当之无愧的第一火力点，他
也以场均 29.2分位列得分榜第
11位；场均 14.3个篮板则高居
排行榜第四位，关键数据都要
胜于对手大外援汉斯布鲁（18.4
分 +11.4个篮板）；但桑尼本赛
季 19.4分和 13.5个篮板的表
现要比阿巴斯的 17.1+10更胜
一筹。
面对 5天内的第三场比
赛，平均年龄并不年轻的北控
队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保证主
力球员的状态，以及国内球员
谁能站出来分担外援的压力。
北京晨报记者 刘晨

小外援杰克逊渐入佳境，拿到 35 分。 新华社发

中国田径队定下小目标
新华社电 昨天，2017年
全国田径工作会议在福建泉
州召开，国家体育总局田径
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于洪臣
在会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中
国田径将力争在东京奥运
会参赛成绩上全面超越里
约奥运会。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
田径队共有 60名运动员参
加了 23个小项的比赛，最终
收获 2金、2银、2铜，创造了
中国参加奥运会以来田径项

目的最佳战绩。“在新的周期，
我们提出了全面超越里约奥
运会成绩的目标，这个目标实
际包括几个层面，一个是在参
赛项目数量上全面超越，里约
奥运会上我们参加了 23个
小项，现在奥运会田径项目共
有 48个小项，我们的目标是
力争全面参赛。另外在前八
名、奖牌、金牌的成绩方面，
我们也要树立全面突破、全面
超越（里约奥运会成绩）的信
心和决心。”于洪臣说。
目前，已有 22名国内教
练员正式成为国家队教练员。
此外，田管中心已经签约 9名
外教。新周期的国家田径队
共设 13支队伍，其中包括 8
个争金点、5个争奖牌点和部
分争取前八名的项目。

买彩票，只有 500万大奖是
值得追求吗？当然不是。在晒本期
“红单”之前，先说一个事。
11月 28日，在当天的北京
单场游戏对阵赛程（当天 10点到
次日 10点）中，一共安排了 38
场比赛。在这 38场比赛中，仅以
北单比分玩法为例，开奖 SP奖
金值在 20.00以上的场次多达
12场，占当天总对阵场次的
31%。在单场竞猜游戏中，比分在
奖金方面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
上面这个单日开奖统计或许可以
给出一个注解。喜爱单场投注的
资深玩家都知道，要想赢得高回
报的奖金值，比分是个几乎首选
的玩法。今天，亮相本报“京彩聚
焦”栏目的中奖票，就出自北单游
戏比分玩法。
花 54元，中奖 3309元，回
报高达 61倍！这样的“红单”来自
“北单制造”，而赢得这一高回报
的正是一位精于单场游戏比分玩
法的京城玩家。
12月 2日夜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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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彩友精选第 71201期
北单对阵中的 3场比赛，进行比
分 3串 1投注。他选择的 3场比
赛有 2场出自意甲，1场出自葡
超，对阵及投注选项分别为：第 1
关罗马对阵斯帕尔，投注 2比
0/3比 0/3比 1；第 2关里斯本对
阵比兰尼，投注 1比 0/2比 0/1
比 1；第 3关那不勒对阵尤文，投
注 1比 0/0比 0/0比 1。常玩比
分的单场玩家都知道，在投注比
分之前，先判断对阵双方的胜负
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从
这位彩友的投注选择来看，显然
他对所选 3场比赛的胜负关系是
有一个基础判断的——
—他的潜在
判断有三：一是认为罗马对阵升班
马斯帕尔的比赛，是主队必胜前提
下的大球格局；二是认为里斯本对
阵比兰尼的比赛，是主队不败前
提下的小球格局；三是认为那不
勒与尤文的强强对话，是胜平负
皆有可能前提下的小球格局。对
此，一些在投注比分玩法过程中
喜欢“乱投一气”的入门级彩友不
妨对照这张中奖票的投注仔细揣
摩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
最终，这 3场比赛的彩果如
下：罗马 3比 1战胜斯帕尔，里斯
本 1比 0击败比兰尼，那不勒 0
比 1不敌尤文；3场彩果的 SP奖
金 值 分 别 为 12.36、11.64 和
17.67，奖金成色很是可观。次日
凌晨，随着这几场北单开奖结果
的出炉，这位彩友以一张 54元小
复式票揽得了 3309元奖金，实
现 61倍回报。
（马丁）
■今日赛事预告
CBA
北控 - 广州
19:35 CCTV5+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