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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CBA 前瞻

北控出征 为季后赛拼到底
主教练丁伟明确目标 经过磨合新援信心足
北控篮球俱乐部北京农商银行队 2018/2019 赛季出征仪式昨天举行， 球队新赛季提出
—力争率队首次闯进季后赛。
“拼到底”的口号，主教练丁伟更是对目标直言不讳——

阵容 变为常规双外援

北控男篮上赛季距离季后赛
仅一步之遥，也创造了队史上最
好成绩。今年休赛期，丁伟继续
执教，他的目标更加明确：“毫不
犹豫，我肯定要闯进季后赛。季
后赛永远都是职业教练的目标，
但这赛季我们要头脑冷静，认识
到我们的队伍还是处于联赛中
游的水平，在这赛季会遇到很多

很多困难。我经常跟队员说，我们
在征战联赛的同时也是在克服困
难，谁把困难估计得足、准备得充
分，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在兰多夫和杨敬敏两位上赛
季绝对主力留队的基础上，北控
队本赛季在后卫线上进行“换
血”，皮埃尔·杰克逊作为球队小
外援，同时引进江苏队的常亚松

和广州队的张帆。另外，王振宇、
刘大鹏和孙贺男伤愈，进一步稳
固球队战斗力。从三外援到常规
的双外援，弥补阿巴斯的作用也
是全队集结后的研究重点。“挖掘
老队员于梁的潜力，包括年轻球
员的使用，把兰多夫拉到四号位，
想了各种办法，但最终还是要看
比赛中的效果。”

我们相处得很好，期待一起度过一
个美好的赛季。”丁伟也认可了他
的能力和经验，
“综合考察了他的
能力，他在欧冠和欧洲联赛的一些
表现，包括他目前跟队伍的融合，
我认为我们的选择还是正确的。”
在杰克逊看来，没有 CBA经
验不会影响自己在新球队的发
挥，
“篮球是共通的，我在 NBA和
欧洲联赛都打过球，积累了一些
经验。我已经了解到 CBA的一些

情况，比如对抗比较凶狠，我会保
持专注，抱着学习的态度，随时调
整自己。”他也逐渐清晰自己在队
中的位置和需要承担的责任：“我
是球场上的指挥官，会尽最大努
力帮助队友树立信心、发挥各自
能力，也会试着以领袖的角色合
理支配球，并发挥我的得分能力，
带领大家赢下更多比赛。当然，一
切还要从下周的第一场开始。”

新援 杰克逊担起责任

北控俱乐部今年 7月就官宣
了杰克逊的加盟，这位 2013年
NBA新秀在第二轮第 46顺位被
76人选中，2016/2017赛季短暂
效力独行侠，上赛季在以色列联
赛场均拿下 14.6分、4.3次助攻。
跟队前往塞尔维亚集训和出
战季前赛时，杰克逊与全队的化
学反应很不错。“大家都张开双臂
拥抱我，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我
有很多机会充分接触、了解队友，

北京晨报记者 刘晨

■女排世锦赛

零封美国

2018 年女排世锦赛复赛第 3 轮昨日展开角逐， 中国女
排三局零封卫冕冠军美国队， 不仅终结了对手的 7 连胜之
势，还打破了三大赛近 10 年逢美不胜的尴尬。 此役过后，中
国队以 7 胜 1 负积 21 分升至积分榜次席， 提前 1 轮锁定 6
强席位。 图为朱婷在比赛中扣球。

■北京冬奥会

■体坛速递

中国冰雪目标“全项目参赛”

普娃晋级天网八强
比 5落后时，对自己的发挥
北京晨报讯 （记者 葛晓
颇为不满的她怒摔球拍。但
倩）昨天，2018天津网球公开
赛迎来正赛第 3个比赛日的 这并没有帮助她摆脱困局，
较量。在女单赛事中，包括头 仅仅用时 50分钟，头号种子
号种子卡洛琳娜·普利斯科 便以 6比 1、6比 2轻松获
娃在内的 4名种子选手全部 胜。全场比赛普利斯科娃发
轻松晋级八强。女双比赛中， 出 6记 Ace，一发成功率高
中国选手韩馨蕴和克罗地亚 达 80%，一发得分率为 78%，
人达里加·尤拉克 6比 4、4 以绝对优势率先锁定了一个
比 6、10比 8战胜了贝古 / 女单八强席位。
随后，中央球场迎来了
克赖奇科娃，率先跻身本届
中国天津选手刘方舟和克罗
天网四强。
头号种子、捷克选手普利 地亚选手佩特拉·马尔蒂奇
斯科娃率先在中央球场迎战 的较量，在家乡父老的支持
斯洛文尼亚选手波洛娜·赫尔 下，她一鼓作气以 6比 1拿
科格，两人在 2014年和 2015 下首盘。但双方毕竟实力悬
年曾有过 4次交手，普娃以 3 殊，世界排名 36位的马尔蒂
胜 1负保持领先。如今白俄罗 奇随后迅速掌握了场上的主
斯人世界排名来到第 6位，再 动权，以 6比 0、6比 1成功
战“老对手”的她更多了几分 翻盘，将世界排名第 150位
的东道主选手淘汰出局。第
自信和从容。
比赛一开局，普利斯科 五次参加天津网球公开赛的
娃就占据了绝对的领先优 刘方舟止步女单 16强，这也
势。赫尔科格似乎对这样的 与她 2014年创造的天网最
局面没有心理预期，首盘 0 好战绩持平。

22 支国家集训队建成 力争其余 48 小项资格

“中国共聘请了 79名外籍
教练，其中 36人是曾培养出冬奥
会奖牌获得者的国际一流教练。
根据训练备战计划，冰雪项目 22
支国家集训队已组建。”国家体育
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倪会
忠日前表示，北京冬奥会上中国
代表团的目标是“全项目参赛”。
已聘 79 名外籍教练

据了解，根据各冰雪项目国
际组织当前关于冬奥会参赛资格
的规定，北京冬奥会 109个小项
中共有 61个小项东道主具有直通
资格，剩下的 48个小项需要靠积
分或排名争取资格。国家体育总
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倪会忠
表示，冬奥会前的一系列测试赛、
资格赛都将在我国举行，通过这
些比赛多拿积分，也能帮助我们
更加顺利地夺取冬奥会入场券。

目前为止，中国共聘请了 79
名外籍教练，其中 36人是曾培
养出冬奥会奖牌获得者的国际一
流教练。根据训练备战计划，冰雪
项目 22支国家集训队已组建完
毕，共有来自 31个省区市的
2005名运动员。倪会忠说：
“按照
中国冰雪运动良好的发展势头，
特别是在各项改革创新举措的推
动下，经过北京周期的快速发展、
加速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到北
京冬奥会时，我国参赛项目还将
有一个大幅度的增加。”
参赛小项逐届提升

目前，包括北京冬奥会新增
7个小项在内的所有 109个小项
都已开展，22支国家集训队已经
全部组建在训，成为迈向“全项目
参赛”坚实的第一步。从盐湖城到
平昌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参赛的

小项数量分别为 38、48、49、49、
53，呈持续上升趋势。雪车、钢架
雪车、女子跳台滑雪、单板滑雪平
行大回转、自由式滑雪 U型场地
等项目都是在平昌第一次打进冬
奥会。
从中国队第一次参加冬奥会
的 1980年起，美国在其作为东
道主的 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
会（38小项）和 2002年盐湖城冬
奥会（78小项）都实现了全项目
参赛。在这 11届冬奥会里，美国、
加拿大、俄罗斯、日本、意大利的
参赛率均超过了 94%，南斯拉
夫、法国、韩国的参赛率超过了
80%，挪威作为东道国的参赛率
为 77%。倪会忠说：
“从世界范围
来看，实现 100%全项目参赛并
非易事，但也绝对不是天方夜谭，
强大的国家实力和强劲的冰雪运
动竞技水平缺一不可。”
北京晨报记者 宋翃

■乒超

武杨助首钢女乒开门红
北 京 晨 报 讯 （记 者 刘 晨）

2018/2019赛季乒超联赛昨日打
响，北京首钢女乒主场 3比 1战
胜冯天薇领衔的黑龙江队，迎来
赛季开门红。丁宁连胜单双打，武
杨亮相帮助球队锁定胜局。
国手武杨本赛季加盟首钢
队，首秀就担任第一单打。首盘迎
战国家队队友袁雪娇，她以 0比
3告负。此后丁宁出场，先在单打
中横扫老对手冯天薇，第三盘又

与李佳原搭档，2比 1逆转袁雪
娇 / 刘铭。第四盘，武杨再度披挂
上阵，直落三局战胜冯天薇，帮助
首钢女乒赢得开门红。“第一场打
得有点紧张，一上来没有释放，毕
竟代表新的队伍。”武杨赛后坦
言，第一盘失利后，自己及时调
整，再度出场时找回了状态。
主教练郭焱认为，削球风格
的武杨给排阵增加了很多灵活
性，
“我们会根据赛制、猜测对手

的排阵去布局。”她透露，俱乐部
没有给成绩方面的压力，但球队
上下希望能打进季后赛：
“首先这
两位主力要保证实力，不要受伤，
也要给年轻的选手更多机会，在
关键场次去锻炼。我们希望冲进
季后赛，但是没有实质性的压
力。”丁宁则表示，自己每场比赛
都会尽力而为，
“希望自己今年可
以多打一些比赛，更好地提高自
己的技术。”

杨浚瑄集齐金银铜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希
决赛最后一棒，又是她从第二
翀） 青春的光彩继续绽放在
追到第一。昨日，杨浚■又参
昨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 加了女子 100米自由泳决
会赛场上，中国选手杨浚■ 赛，最终以 0.24秒的劣势获
女子 100米自由泳摘银，在 得第二名。赛后，杨浚■说：
开赛第三天就集齐了“金银 “还没有达到自己最好成绩，
可能还是体力、能力不够吧，
铜”三色奖牌。
青奥会首日的男女混合 但是能站上领奖台还是很开
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心的！”雅加达亚运会之后，
最后一棒的杨浚■帮助中国 她又一次在单届赛事集齐金
队从第四赶到第三；次日的 银铜牌。未来，或许她还能在
女子 4×100米混合泳接力 更大的舞台上实现这一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