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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CBA总决赛落下大
幕，黄金男篮获得了队史
最佳的亚军战绩。因为赛
季已经结束，为亚军立下汗
马功劳的黄金三外援也将
陆续回国，征战完联赛的国
内队员几乎没有休息，又将
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全运会
预选赛备战之中。天下没有
不散的筵席，结束联赛征
程，亚军班底的黄金男篮
相应解散，而接下来，全运
征程又在等待着小伙子们
继续拼搏。

4月1日上午，在俱乐部
总经理卢长华的陪同下，杰
特坐上了从济南开往北京
的火车，他会在首都国际机
场乘坐飞机回国。杰特的
CBA处子赛季，也就此画上
了一个句号。2012-2013赛
季，杰特在CBA场均有24 . 9

分4 . 1个篮板和5 . 1次助攻入
账，他的强势表现，弥补了
球队在一号位的不足，为这
支队伍带来了质变，“杰特
在俱乐部的表现已经得到
了教练组肯定，续约的事

情，球队还要同杰特的经
纪人进行谈判，现在还没
有定论。”卢长华表示。

比杰特稍早一天，弗
罗曼已经离开，就在杰特
离开的当天下午，阿巴斯
也已启程。因为篮协的亚
洲外援政策，约旦人下赛
季不会再回到山东，而弗罗
曼由于在进攻端的急剧退
化，也基本确定不会留队。

4月17日，第十二届全
国运动会篮球项目预赛将
在重庆开战，山东、湖北、
北京、黑龙江、福建和河南
被分在了一个小组。这一组
中，北京奥神和北京金隅联
手的北京队，以及东莞新世
纪俱乐部的青年军为班底
的湖北队，将会成为山东男
篮的主要对手。按照赛事
规程，预选赛小组前两名
直接出线，各小组三四名
的六支球队，将会参加第二
阶段预赛，附加赛第一名晋
级全运会篮球决赛，在这样
一个实力强劲的小组，山
东队面临的挑战不小。

本报讯 北京时间4月
1日，东西部两支榜首球队
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榜首大
战——— 东部排名第一的热
火客场挑战西部榜首的马
刺，最终依靠着克里斯·波
什的致命三分，热火绝杀马
刺，在这场总决赛预演中笑
到了最后。

这场比赛依然不缺
中国元素，两位匹克签约
球星巴蒂尔和帕克全都
表现出色，其中巴蒂尔的
三分球让热火在第三节
成功反超比分，而帕克最
后一节的精彩表现让马

刺在落后7分的不利局面
下实现反超。最终还是巴
蒂尔的热火取得了胜利，
58胜15负，他们目前稳居
NBA常规赛战绩第一。

NBA球迷中有一句
俗话“常规赛属于好球
员，季后赛属于真球星”，
对于匹克的两大球星巴
蒂尔和帕克而言，季后赛
才是他们真正的舞台。特
别是像热火、马刺这样目
标是总冠军的球队，两人
的作用将更加重要。球迷
们也都期待二人在大舞
台上的表演。 (综文)

即便不久前刚刚经历
了“恋爱风波”、“换教练事
件”，4月1日的全国游泳冠
军赛，孙杨受关注的程度
依然是最高的。记者注意
到，1日上午预赛前，就有
不少孙杨粉丝赶到运动员
入口处，当孙杨出现时她
们尖叫着冲向孙杨，想把
早已精心准备的礼物送给
偶像。不过，由于安保工
作相对严密，她们没能如
愿。

也许是感受到了粉
丝的热情，1日晚上400米
自由泳拿到冠军后，孙杨
先是向看台跷起了大拇
指，然后爬上泳池，再次
来到看台前向现场支持
他的观众鞠躬致谢。

“还可以，从恢复角
度来说，很长时间没有系
统训练了，能有这样的成
绩还是非常好。”“其实刚

回来感觉还是有些 (难 )，
不过因为已经习惯了，十
年了每天这样，发生了这
么多事情，还是比较向往
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刚
开始可能比较累，游泳这
个项目和其他项目不同，
但是还是克服了。”

孙杨几乎回答了所
有提出的问题。让大家感
觉和以往不同的是，接受
采访的时候，孙杨显得非
常有耐心，即便有记者的
问题前面已经回答过了，
他也没有表示不耐烦，只
是提醒一下“我前面已经
说过了”，在记者的要求
下，他还是会重新回答一
遍。

从这个细节来说，经
历了前段时间风风雨雨
的孙杨，看上去成熟了很
多。

(华生)

据新华社长沙4月1日体
育专电 (记者 刘阳 刘良
恒 ) 曾在伦敦奥运会上引
起很大争议的周俊1日亮相
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在升
级别比赛后，她力克世界冠
军邓薇夺冠，赛后她对一些
敏感话题依旧保持“神秘”。
与周俊同级别的奥运冠军李
雪英挺举三把全部失败，最
终无缘全运会。

18岁的周俊在伦敦参加
了53公斤级比赛，而此次她
升级来到了58公斤级。在比
赛中，湖北队的周俊仿佛急

于向观众展示自己的实力，
自己拼得非常凶，保持了较
高的成功率，最终以228公斤
力克夺冠热门、福建队的邓
薇夺得总成绩桂冠，此外她
还以130公斤拿下挺举桂冠。
巧合的是，228公斤的总成绩
恰好是伦敦奥运会上53公斤
级的金牌成绩。

20岁的邓薇在最后一次
试举错失良机，以226公斤屈
居总成绩第二位。山东队小
将王帅异军突起，拿下抓举
金牌后最终以225公斤摘下
总成绩铜牌。

在伦敦奥运会上，当时
名不见经传的周俊在53公斤
级比赛中抓举三次无成绩，
成为中国队参加奥运会历史
上首位“颗粒无收”的女运动
员，引发了有关女举奥运选
拔是否存在“黑洞”的社会讨
论。

这是周俊在伦敦奥运会
后首次参赛，她在赛后依旧
保持“神秘”。周俊表示，伦敦
奥运会对她来说是一次宝贵
的经历，自己也曾经因此郁
闷了很久，“多亏有教练和队
友的鼓励才能重返赛场”。对

于228公斤的成绩是不是巧
合，自己是否“憋着一股劲”
比赛，以及自己的训练水平
这些问题，周俊一概支支吾
吾地不予作答，只是说：“请
大家看我全运会的表现吧。”

当天比赛的一个冷门是
河南队的奥运冠军李雪英挺
举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由于
本次全锦赛也是全运会预
赛，没有总成绩的李雪英就
此提前告别全运会。赛后李
雪英流下伤心的泪水，她告
诉记者，腰伤和胯伤严重影
响了她的比赛状态。

欧冠1/4决赛将于北京
时间3日、4日凌晨开战。对于
本赛季欧冠八强抽签的结
果，许多球迷都认为不刺激，
只有拜仁和尤文图斯这一对
豪门对决令人期待。但足球
场上的结果总会有惊喜，八
支球队看似风平浪静，其实
早就暗流涌动。

拜仁专注欧冠

3日凌晨，拜仁对决尤文
图斯，这是本赛季欧冠八强
战中唯一的豪门对决。目前拜
仁和尤文图斯在联赛中都有
出色的发挥，拜仁在德甲联赛
中从第一轮就开始稳坐积分
榜头名的位置，目前已经领先
卫冕冠军多特蒙德20分的优
势，联赛冠军基本没有悬念。

而尤文图斯本赛季的状态也
很出色，目前领先次席的那
不勒斯9分，也可以投入较大
的精力进入欧冠淘汰赛。

而对于尤文图斯来说，
伤病也成为困扰之一，尤文
图斯已经公布了对阵拜仁首
回合比赛的22人大名单。在
同国际米兰的比赛中受伤的
乔文科虽然出现在大名单
中，但能否在对阵拜仁的比
赛中上场还是未知数。

伊布获减刑

3日凌晨，巴萨将对阵巴
黎圣日耳曼，无论是博彩公
司还是球迷，普遍都看好巴
萨晋级。对于巴萨来说，备战
比赛也不是全然的轻松。巴
萨队魂普约尔依然饱受伤病

困扰，巴萨防线上的万金油
阿德里亚诺也因伤休战，幸
好阿尔巴得到医生许可复
出，巴萨终于可以在巴黎派
出一条完整的后防线。

另外一条对巴萨的不利
消息来自对手巴黎圣日耳
曼。巴黎目前的头号射手伊
布被欧足联减刑，将不会因
为停赛而错过与老东家巴萨
的碰撞。

当然，对于巴萨来说，也
不都是坏消息。这场对阵巴
黎的比赛，被誉为巴萨“大
脑”的哈维出现在了大名单
中，而巴萨主帅比拉诺瓦也
将会出现在指挥席，巴萨再
也不是无主帅的状态了。

穆帅与弟子重逢

皇马遇上加拉塔萨雷，
对于银河战舰无疑是个好
签。但加拉 塔 萨 雷 的 德 罗
巴 、斯 内 德 以 及 阿 尔 滕 托
普曾经都是穆帅的麾下弟
子 ，斯 内 德 与 阿 尔 滕 托 普
还 都 曾 为 皇 马 效 力 过 ，到
了 场 上 拼 刺 刀 的 时 刻 ，他
们三人也不会有丝毫的脚
下留情。

而皇马目前的后防线是
最令球迷担心的。在过去几
个月中表现出色的法国中后
卫瓦拉内由于受伤没有进入
上周联赛的大名单，这位法
国球员很可能继续无缘对
加拉塔萨雷的欧冠四分之
一 决 赛 首 回 合 ，左 后 卫 科
恩特朗从葡萄牙国家队回
来后也带了点小伤。

本报记者 许恺玲

奥运砸锅的夺了冠
奥运夺冠的砸了锅
女举全锦赛周俊与李雪英成绩倒个

欧冠1/4决赛明晨开打

伊布获减刑将战巴萨

山东男篮三外援回国

杰特获认可有望续约
本报记者 刘伟

东西部榜首碰撞

热火绝杀马刺

“换教练风波”后第一次公开亮相

轻松拿到第一块金牌

孙杨向泳迷跷起大拇指

孙杨夺冠后向观众致意。 新华社发

4月1日，在2012/2013赛季英格兰足总杯四分之一决赛重赛中，切尔西队主场以1：0战胜曼联队，将在半决赛对阵曼
城。图为切尔西队球员登巴·巴(左)在比赛中怪异射门得分的瞬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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