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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受偏爱？谁遭遗弃？

NBANBA新赛季赛程暗藏玄机新赛季赛程暗藏玄机
恒大更新亚冠淘汰赛参赛名单

埃尔克森将身披89号战袍出战

NBA联盟向来不怕事大，只
怕事不大。因此，走出了夏季市场
上的硝烟弥漫，新赛季，多出新欢
首秀、旧怨重逢的戏码都将上演。

洛城双雄会常规赛首日就将
上演。

夏季收获满满的洛杉矶城将
在北京时间10月23日的首个常规
赛比赛日上演“洛城双雄会”。莱
昂纳德、乔治洛城首秀，对抗詹姆

斯、“浓眉哥”。洛杉矶地盘上，老
霸主和挑战者的龙争虎斗，从赛季
第一天就将展开。

同样在常规赛首日，鹈鹕队将
面对卫冕冠军猛龙。尽管猛龙队
早已物是人非，但状元锡安的首秀
同样吸引眼球。

北京时间10月25日，勇士面
对快船，火箭对阵雄鹿。两个西部
冠军的争夺者阵中，拉塞尔和“威

少”在新东家的首秀同样值得关
注。

还有一些对决与“旧怨”有
关：北京时间11月8日，凯尔特人
客战黄蜂，沃克重回夏洛特；北京
时间11月28日，篮网挑战凯尔特
人，欧文面对旧主；北京时间12月
12日，快船远赴多伦多，莱昂纳德
将在这里领取他的第二枚总冠军
戒指。

而北京时间 2020 年 1 月 10
日，俄克拉荷马人面对他们曾经的
英雄威斯布鲁克，又会是怎样的心
情？

另外，北京时间12月26日，圣

诞大战就将上演，湖人再面快船、
“勇火之争”2.0版也颇有看点。

当时至常规赛收官日，13场对
决将上演。这一天，国王、独行侠、
马刺、魔术等在赛前预测中有可能
排在分区第八附近的球队，都将为
季后赛门票殊死一搏。但如果要
选出一场不能错过的比赛，那一定
是老鹰与骑士的比赛。

这样一场有些“菜鸡互啄”意
味的比赛，将因文斯·卡特的存在
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很有可能是
他22年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记忆
绽放或泪水模糊，都是对时间的告
别。 (李赫)

重点比赛

新欢旧怨贯穿赛季

13日凌晨，NBA官方公布了2019-2020赛季

全部赛程。在经历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夏天后，联盟格

局骤变。而透过新赛季的赛程安排，则又可以对新赛

季联盟形势有所初窥。

根据最新公布的赛程，新赛季
的NBA常规赛将于北京时间10月
23日开战，或许是由于男篮世界杯
9月中旬才结束的关系，相比于上
赛季推后了一周。尽管美国男篮不
少球星退出，但联盟仍需为参加比
赛的梦之队球员以及有国家队任务
的国际球员留出恢复时间。

常规赛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
2020年4月17日收官，与以往也稍
有延后，但176天的比赛时间还是
和过往两个赛季相同。

30支球队将在这176天时间
内进行总计1230场比赛。而本赛
季，联盟的赛程安排进一步优化，总
体继承了过往两个赛季，减少运动
员客场旅行强度，减少背靠背比赛，
减少连续作战。

也因此，新赛季的赛程中，30支
球队的平均背靠背场次为 12.4 场，
相较于上赛季场均13.3场的背靠背
场次下降了7%，而这已经是联盟连
续第五个赛季下调了背靠背比赛场
次。

同时，新赛季联盟中将不会有任
何一支球队出现哪怕一次的“5天4
赛”魔鬼赛程。这是联盟连续第三个
赛季避免了这样的高强度作战。而过
往曾经出现过的12天8战，也连续第
二个赛季在联盟绝迹。

同时，北京时间2020年 2月 15
日-20日是新赛季的全明星休赛期，
除了出战全明星的球员，各支球队都
可以获得为期7天的调整时间。

由此，不由感叹NBA联盟为保护
球员，在赛程上所花费的心思与努力。

整体安排

“背靠背”比赛再创新低

除了整体的布局，翻看各队的
赛程安排，也暗藏玄机，而看点都集
中在西部。

全美直播场次是各队受关注程
度的展现，也是联盟认可度的表
达。从这一点上说，夏季收获了“浓
眉哥”的湖人以43场全美直播独居
第一位，而阵容更迭的勇士则以42
场的微弱劣势排在第二。

其他球队，拥有了休斯顿“哈
威”的火箭和收入莱昂纳德的快船
以38场并列第三。摘下了状元锡
安·威廉姆斯的鹈鹕也分到了30
场。相较之下，肯巴·沃克出走的黄
蜂队和失去了“威少”的雷霆队分别
只有3场和 6场，遭到了联盟“放
弃”。雷霆的直播场次更从上赛季
27骤减21场。

不过尽管湖人和勇士在全美直
播场次上几乎不分伯仲，具体的赛
程安排却有着不小的差别。

从赛程看，勇士队的开局堪称
凶险。开季25场，勇士队有16场
客场比赛，其中包括一波三连客、一
波四连客、一波五连客。考虑到球
队主将汤普森将要伤停半个赛季，
以及人员更迭后需要时间磨合新阵
容，这样的赛程着实对他们不利。

而收官阶段，勇士也不轻松，最

后9场比赛中，7场比赛面对的对手
都是上赛季东西部八强。包括连续
客场挑战湖人和快船，而后面对上赛
季西部决赛对手开拓者。

相比之下，湖人的赛程就没那么
紧张，头尾都没有太多考验。同时，
他们赛季12次背靠背的比赛不包含
哪怕一次长距离的客场旅行，他们最
远的一次飞行将是奔赴纽约连续挑
战尼克斯和篮网。

据外媒统计，本赛季湖人的飞行
总里程将下降到42732英里，是球队
五年来最低。这也让队中老将不少
的湖人队有了不少调整的时间。

不过，湖人的挑战出现在季中。
2020年1月到3月，他们的赛程相对
密集，但这期间穿插了一周全明星周
末的休息时间。他们最大的考验将出
现在2020年3月3日到3月18日为
期15天的时间里，他们会接连对阵8
支上个赛季季后赛球队。

赛前被看好的队伍中，赛程最轻
松的应该算火箭了，他们赛季初的对
手强弱分布均匀，这也给了“哈威”与
全队磨合的时间。更重要的，他们整
个常规赛几乎没有一个阶段称得上
如勇士、湖人般的“魔鬼赛程”，平稳
的比赛安排，也是他们冲击常规赛排
名的最大利好。

暗藏玄机

“新”勇士凶险“老”湖人受益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当
地时间13日，美国男篮将在洛杉矶
再次为世界杯集结训练。就在开训
前夕，上赛季美职篮总冠军猛龙队
球员凯尔·洛瑞宣布因手指伤势退
出此届美国国家队。自9日17人
初选名单公布后便流于坊间的一句
调侃，恐怕还将一直伴随着这支美
国队——这届梦之队最亮的星，恐
怕都在教练组了。

本届世界杯美国队教练组确为
星光熠熠：主教练为马刺队主帅波
波维奇，助理教练组中则包括了勇
士队的科尔、鹰队的劳埃德·皮尔斯
等名帅。然而，在这样豪华的教练
组带领下度过一个夏天，对于大多
数美职篮球员似乎并无吸引力。从
6月中旬美国篮协公布20人训练
营名单到首次训练营开训之前，退

出这支国家队的美职篮球员数字已超
10人——这还不包括20人名单公布
之前就已确定无意来华参赛的詹姆
斯、库里等人。

虽说美职篮大牌“放鸽子”国际篮联
赛事或奥运会已非新鲜事，但美国当地
媒体还是纷纷将这届美国队称为史上最

“水”梦之队。初选名单中，只有肯巴·沃
克入选了上赛季美职篮最佳阵容——还
是第三阵容；而沃克和雄鹿队的米德尔
顿也是目前仅剩的两名全明星球员。

大牌退出的原因看起来并无新
意。国际篮联此番推出赛制改革，将
男篮世界杯与足球世界杯年份错开；
推出世预赛，扩军参赛队伍，将世界杯
成绩与奥运会参赛资格挂钩。但美职
篮球员个人训练、恢复周期与国际篮
联赛事时间上的矛盾仍然存在。

此次杯赛决赛时间为9月15日，

与美职篮新赛季训练营开营时间仅
隔两周不到，多名球员将联盟重要性
放在了世界杯之前。新近“牵手”詹
姆斯的安东尼·戴维斯便称，退出是
为了与新东家湖人队尽快磨合。同
样专注于新赛季的还有折戟上赛季

“西决”的哈登，火箭队在休赛期也刚
刚大幅度调整了阵容。开拓者队的
麦科勒姆以相同理由退出，虽然他的
球队在交易市场上并没有什么明显
动作。

大牌退出带起了多米诺式的退
出潮，队中缺乏入队前便联系紧密
的“小团体”，恐怕也是国字号战队
吸引力不强的原因之一。2006到
2012年间，詹姆斯、韦德、安东尼和
波什四位“03白金一代”是维系着
美国队的核心，而2014年又见证了

“水花兄弟”和杜兰特、欧文的友

谊。反观这届美国队，不仅尚未涌
现出化学反应强烈的组合，反倒有
哈登、戈登火箭双星联手退队的“兄
弟情”。或许大牌们心中也在想：兄
弟们都不上，我去做什么呢？

此外，有美国媒体指出，世界杯
在赛制改革后将在每届奥运会前一
年举行，这或多或少也让许多大牌
犹豫。在诸多国际赛事中，奥运会
在美国国内的重要性仍高于国际篮
联的系列赛事。媒体猜测，一些大
牌或许更想把为国征战的时机安排
在2020年，并不想连续两年都贡献
出自己的休赛期。

世界杯的成绩直接关乎奥运会
资格，但美国队只需在美洲参赛队
伍中取得前两名即可。或许退出的
诸位球星相信，新人们完成这项任
务绰绰有余。

洛瑞加入“退队潮”

世界杯梦之队组队怎么就那么难

本报讯 分别参加完中超第23
轮角逐后，广州恒大、上海上港两家
中超俱乐部也更新了本赛季亚冠联
赛各自球队余下比赛的球员报名名
单。其中由上港回归恒大的前锋埃
尔克森确认将身披89号球衣代表
广州恒大队参加接下来的亚冠淘汰
赛比赛。而上港也确认补报通过

“夏窗”引进的高中锋阿瑙托维奇。
中超第23轮角逐于上周末进

行了除申花、深足比赛之外的7场
比赛。赛后，联赛卫冕冠军上海上
港和领跑本赛季中超联赛积分榜的
广州恒大分别更新了本赛季亚冠联
赛余下淘汰赛的报名名单。

其中恒大俱乐部将3名球员的
名字补报进亚冠名单。这3人分别
是埃尔克森、徐新、吴少聪。而值得

注意的是，在中超联赛身披恒大18
号球衣的埃尔克森将身披恒大89
号球衣参加亚冠1/4决赛及之后的
淘汰赛。埃尔克森生于1989年，他
选择这样一个球衣号码恐怕也是为
了向自己步入30岁致敬。

刘奕鸣、布朗宁、何超、胡睿宝、
蔡明民5名球员的名字则被恒大俱
乐部撤下。他们当中除布朗宁外，
其余4名球员已经被恒大外租给其
他俱乐部。

上港俱乐部则撤下了埃尔克
森、聂孟、黄振飞3名球员的报名信
息取而代之的分别是新援阿瑙托维
奇、本土球员高海生、孙峻岗3人的
名字，球队亚冠报名球员总人数仍
为30人。

（肖赧）

新华社柏林8月12日电 前荷
兰国家队中场核心斯内德12日宣
布结束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

在访问自己家乡的乌得勒支俱
乐部的时候，斯内德对外宣布了这
一决定。在接受荷兰媒体采访时，
这位35岁的球星说：“我的足球生
涯结束了，这是最终的决定。”

斯内德保持着为荷兰队出场
134次的纪录。他与罗本、范佩西
等被誉为荷兰足球的黄金一代，曾
经在2010年世界杯赛中获得亚军，
在2014年世界杯赛中名列第三。

在俱乐部层面，斯内德曾在
2010年随国际米兰队夺得欧冠联
赛冠军。此外，他还曾在荷兰、西班
牙、意大利和土耳其的联赛中获得
过冠军。

前荷兰队核心斯内德告别绿茵场

郁金香“黄金一代”曲终人散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国家
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13日公布
三起兴奋剂违规。

在三起违规中，前中国女排队
员杨方旭在2018年8月11日的赛
外检查中被发现外源性促红细胞生
成素（EPO）阳性被禁赛四年，禁赛
期至2022年 9月11日，同时担负
20例兴奋剂检测费用。

反兴奋剂中心同时公布的另外
两例兴奋剂违规中，山东省金乡第

一中学的苏冠中在2019年1月12
日和13日的高校体育特长生招生
考试田径项目测试中，被发现使用
违禁物质司坦唑醇，高校取消该考
生录取资格，之后三年不许报考。
其教练李延保禁赛两年。

冰球选手李佳欣在2019年 2
月11日赛外检查中出现氢氯噻嗪
阳性，运动员禁赛1年，教练员王永
君禁赛6个月，运动员所在齐齐哈
尔市兰迪冰球俱乐部被警告。

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三起兴奋剂违规

前中国女排队员杨方旭被禁赛四年

中国体育有望再获归化强援
22岁新星愿入籍 其姥姥曾破世界纪录

本报讯 北京时间8月13日，
为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
不少项目都开始了归化，如今，22
岁的加拿大运动员郑恩来已经表
态，自己愿意放弃加拿大国籍，加入
中国籍，为中国冰球队出战冬奥会。

或许，体育迷们对郑恩来这个
名字不熟悉，不过，他的姥姥郑凤荣
可是大名鼎鼎，后者是第一个打破
田径世界纪录的中国运动员，就此
写进中国体育史。因为对中国体育
的杰出贡献，郑凤荣曾获得国家领
导人的接见。

郑恩来出生于1997年，5岁开
始打冰球，15岁时，他被加拿大西

部青年冰球联盟的球队相中。郑凤
荣认为，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
水平。

郑恩来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
中国人，一家人生活在加拿大。不
过，郑恩来会说汉语。两年前，中国
冰球协会公布了海外选拔集训名
单，其中就有郑恩来的名字。但事
实上，郑恩来还是加拿大籍。

不过，他已经表态，“等我把伤养
好了。就去改国籍，我希望代表中国
出战2022年冬奥会，我希望帮助中
国队，也希望我的加入能够让中国冰
球有更多的竞争，相互竞争，彼此有
压力，才能一起进步。” （丁可）

斯内德宣布挂靴。

郑恩来：我
愿代表中国队出
战。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3日
电 整个夏天，“大魔王”周琦的去向
都牵动着多支CBA劲旅和众多球
迷的心。作为周琦征战CBA的老
东家，新疆广汇男篮俱乐部13日发
布消息称，周琦已与新疆男篮完成
新合同签约，只待向CBA联赛正式
报送注册材料，经审核、公示后，周
琦便可身披新疆队战袍重返CBA
赛场。

在这条题为“周琦回来了”的官
宣消息中，新疆男篮对周琦在
2016-2017赛季总决赛上带伤出
战表示称赞，该赛季周琦帮助新疆

男篮夺得了球队历史首座CBA总
冠军奖杯。夺冠后，周琦赴美加盟
NBA 休斯敦火箭队。在 2017-
2018赛季期间，周琦共为火箭队出
战19场，场均上场6.5分钟，贡献
1.3分1.2个篮板和0.1次助攻，其余
时间则在为NBA发展联盟的毒蛇
队效力。

身材高大、移动敏捷、技术细
腻，周琦的回归将使新疆男篮内线
攻防两端的战斗力明显提升。新疆
男篮也在官宣中表示，期待周琦在
2019-2020赛季中与队友们并肩
作战，向总冠军发起冲击。

新疆男篮官宣：

“大魔王”周琦归队

莱昂纳德“坐上”快船。

“哈威”组合令人期待。

勇士“水花兄弟”仍旧神勇？

“浓眉哥”将助詹姆斯大杀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