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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后赛
谁能“抢得”余下席位

CBA常规赛还剩4轮， 季后赛席位的争夺将
呈现 “白热化”。

从积分和球队对阵形势上来分析， 除了已
经提前获得常规赛冠军的广东队， 北京队和东
莞队的季后赛席位也基本无忧， 但从第4名的山
西队到第11名的青岛队， 都有晋级季后赛的希
望。 相对而言， 山西队和福建队的形势比较乐
观， 两队凭借最近的3连胜， 已经将战绩分别提
升至17胜11负和17胜12负， 可以说半只脚踏入
了季后赛， 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更有利的联赛排
名。

目前来看， 新疆、 上海、 广厦和浙江四支
球队积分 “咬 ” 得很紧 （新疆队为16胜12负 ，
后三支球队同为15胜13负）， 这4支球队也成为
了季后赛最后名额的主要竞争者， 常规赛第5名
至第8名 （前8名进入季后赛） 很可能会出现胜
负相同通过小分决定的情况。

当然， 14胜14负的辽宁队和14胜15负的青
岛队也不是没有一点机会 ， 若想晋级季后赛 ，
就需要在最后4轮尽量保持全胜， 同时还要看其
他球队的脸色。 最后4轮常规赛， 形势可谓瞬息
万变 ， 每轮比赛过后 ， 都可能会有球队提前
“上岸”， 也有球队提前 “出局”。

争冠军
谁能阻挡卫冕冠军

因为不少NBA球员涌入CBA， 赛季初很多

人预言， 近8年内7次捧得总冠军奖杯的广东队
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然而， 在常规赛快结束之际， 广东队提前
锁定常规赛冠军， 北京队后劲不足， 新疆、 八
一、 江苏等传统豪强纷纷 “变身”， 谁能真正挑
战广东队？

近3个赛季， 新疆队连夺3次亚军， 本赛季
初投入巨大 ， 志在争冠 ， 但随着主帅邓华德
“下课”， NBA悍将米尔斯、 马丁的离队， 新疆
队自乱阵脚， 目前仍需要为一张季后赛门票苦
苦拼争。 与此同时， 状态起伏不定的北京队也
“难成大器”， 球队过于依靠马布里， 论内线实
力、 防守韧性， 北京队成为真正的强队还需时
间的积淀。 纵观其他球队， 排除阵容配备不说，
季后赛的心理素质、 经验与广东队相比， 都处
于下风。

广东队虽然开局 “疲软”， 但随着联赛的进
行， 凭借国内球员的超强实力以及布鲁克斯等
外援与球队的融合， 全队发挥日渐稳定， 第18
轮客场惜败浙江稠州银行之后， 一口气迎来了
一波11连胜， 拉开了与其他球队的距离。 依靠
常规赛的冠军位置， 广东队季后赛将拥有主场
优势 ， 目前24胜4负的广东队 ， 主场仅负 1场
（第3轮负于北京队）。

主场优势， 无疑也是广东队卫冕的一大筹
码。

因此， 正如东莞队主帅戈尔的观点———本
赛季其他球队和广东队的差距比去年大得多 。
广东队的阵容搭配合理， 要想击败他们， 必须
要将整体进攻和防守发挥得非常好， 当然还需
要一些运气。

体育观观观察察察 开局不顺，仅让“华南虎”广东宏远队的CBA卫冕之路泛起些许波澜，依靠不可阻挡的11连胜，广东队提前4轮锁
定了常规赛冠军。“黑马”北京队后劲乏力、“雄心勃勃”的新疆队则“内乱”不断、自毁长城，本赛季CBA是否又将成为
广东队的“独角戏”？

谁能阻击“华南虎”？
本报记者 谭云东

北京金隅队球员马布里成为本赛季CBA的话题人物， 他曾率领
球队取得13连胜。 新华社发

NBA常规赛
费城７６人９５比９０洛杉矶湖人
奥兰多魔术１０２比１０７洛杉矶快船
新泽西网队８７比１０８芝加哥公牛
纽约尼克斯９９比８８犹他爵士
亚特兰大老鹰９０比99菲尼克斯太阳
孟菲斯灰熊８４比８９圣安东尼奥马刺
新奥尔良黄蜂９２比１００萨克拉门托国王
丹佛掘金９０比９９休斯敦火箭队

英超 利物浦０比０托特纳姆热刺
西甲 格拉纳达２比１马拉加

“场均只得１５或１６分， 我认为不该成为一
名全明星。”

———本赛季状态低迷的小牛队当家球星诺
维茨基６日表示， 他不会连续第１１个赛季入选全
明星阵容， 目前对他最重要的是及时找回应有
状态和节奏， 而不是出席全明星赛。

“痛苦是暂时的， 成功是永远的。”
———２０１２年劳伦斯世界体育奖 “最佳男运

动员” 德约科维奇在领奖后有些激动地表示 ，
从费德勒到纳达尔， 追赶这些前世界第一的过
程是非常艰难的， 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艰辛。

2月8日
08:30 NBA常规赛 热火 - 骑士 新浪直播
19:30 CBA常规赛 广东 - 福建 广东体育
19:30 CBA常规赛 山东 - 北京 北京体育
2月9日
03:00 非洲杯半决赛 网络直播
03:45 意大利杯半决赛首回合

AC米兰 - 尤文图斯 广东体育

本报2月7日讯 （记者 邓晶琎）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012劳伦斯体育奖颁奖典礼在英国伦敦举行，组委会不改
对网球项目的“钟爱”，连续第二年将“最佳男运动员”称号
颁给了网球选手———2011年的3座网球大满贯获得者德约
科维奇。 获得最佳突破和最佳复出提名的中国运动员李
娜、刘翔最终未能获奖。

一年一度的劳伦斯奖评选始于2000年，是世界上声誉
最高的跨项目综合体育评选奖项。刚刚摘得今年澳网桂冠
的德约科维奇在2011年的男子网坛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
他赢得了三项大满贯赛———澳网、 温网和美网的冠军，并

从纳达尔手中夺走了世界第一的王座。 “最佳女运动员”
奖属于肯尼亚长跑选手维维安·切鲁伊约特， 她在2011年
大邱田径世锦赛上赢得了5000米和10000米的金牌。

巴塞罗那队获得了年度最佳体育团队奖。22岁的高尔
夫新星麦克罗伊在美国公开赛上赢得个人职业生涯的第
一个重要锦标赛冠军，获得“最佳突破”奖；42岁的戴龙·克
拉克在短暂阔别赛场后， 冲击英国高尔夫公开赛冠军成
功，获得“最佳复出”奖。有“刀锋战士”之称的南非田径选
手奥斯卡·皮斯托瑞斯获得“最佳残疾运动员”奖。美国冲
浪选手凯利·斯雷特获得“最佳极限运动员”奖。

本报2月7日讯 （记者 谭云东） 中国足协昨天公布了
新一期中国男足国家队集训名单，26人分别来自11家中超
俱乐部和2家中甲俱乐部，其中广州恒大共有8人入选。

在新一期的集训名单中，李玮峰和杜威双双落选，可以
看出，在已经彻底无缘巴西世界杯之后，卡马乔意在打造一
支新的国足，完成新老交替。广州恒大共有冯潇霆、孙祥、郑
智、郜林、张琳芃、赵旭日、秦升、彭欣力8人入选。其中前6人

是“卡家军”参加此前20强赛的人选，秦升和彭欣力则是首
次入围。在入围名单中，彭欣力、金敬道、武磊都是“90后”的
球员，后两人为中甲球员。

据了解， 国足将于本周日在广州的清远基地开始新一
期的集训。 2月20日，球队将赴长沙备战22日与科威特队的
一场热身赛；29日，国足巴西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20强赛末
轮比赛将在广州进行，对手是已经提前出线的约旦队。

本报2月7日讯 （记者 王亮） 获得NBA职
业生涯第一次首发的纽约尼克斯队控卫林书
豪，今天再度爆发，在主场迎战爵士的比赛中，
他17投10中得到28分，并有8次助攻、2个篮板和
2次抢断入账。

本场比赛， 林书豪的出场时间、 罚球出手
数、 罚球命中数、 助攻和得分都创下了生涯新
高。最终，尼克斯队在他的率领下，以99比88战
胜爵士，取得两连胜。

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的林书豪得到25分、
7次助攻和5个篮板， 率领球队99比92战胜新泽
西篮网。赛后，面对纷至沓来的美誉和赞扬声，
林书豪还表示自己“如在梦中一般。”今天的比
赛，第一次首发出战的他“梦幻般地”完成了任
务，在小斯和安东尼均缺阵的情况下，他的表现
几度引得全场球迷高呼MVP。 林书豪掌控了全
队的进攻，唯一不足的是8次失误将近占了全队
的一半，如果想成为联盟“全明星级”控卫，坐稳
尼克斯队首发的位置，还需要更多考验。

在过去两场比赛中， 林书豪得到了53分和
15次助攻，帮助尼克斯取得了难得的两连胜。而
在赛季的前9场比赛中，他总共才得到了32分。

据新华社华盛顿２月６日电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ＮＢＣ）
６日宣布，５日晚上演的美国职业橄榄球超级碗总决赛书写
了美国电视历史上收视最高的纪录。

据该广播公司介绍， 这场在纽约巨人队和新英格兰爱
国者队间进行的美国体坛第一品牌赛事， 当晚在美国平均
吸引了１.１３亿观众， 突破了去年该赛事创造的平均１.１１亿
观众的原纪录。

在这场平均每张门票价格高达４０００美元的超级碗总决
赛中， 巨人队再现４年前总决赛最后一分钟翻盘好戏， 以
２１比１７挫败爱国者队， 史上第四次捧起冠军杯。林书豪再度爆发

单场28分再创职业生涯新高 小德荣膺“最佳男运动员”劳伦斯世界体育奖揭晓

广州恒大8人入围新一期国足名单公布

超级碗创美收视最高纪录

2月7日， 在巴黎举行的WTA苏伊士公开赛首轮比赛
中， 李娜对阵保加利亚选手皮隆科娃。 李娜在第二局比赛
失利的情况下， 因伤退赛。 新华社发

苏伊士公开赛：李娜因伤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