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榜榜首首之之争争，，鲁鲁能能换换““队队””
今日客战上港，蒿俊闵担任鲁能队长

本报记者 李志刚
5月28日发自上海

11轮联赛战罢，鲁能泰
山、上海上港、广州恒大、北京
国安四队同积22分，只能通过
比较“小分”才能排出名次。5
月29日，鲁能泰山客场挑战上
海上港，这是名副其实的“榜
首之争”，谁能取胜谁就能收
获自信抢占先机，比赛之前，
鲁能主帅库卡明确表示，蒿俊
闵将顶替王大雷，担任本场比
赛的场上队长。

上轮联赛，上海上港遭

遇本赛季首场中超失利，该
队主帅埃里克森表示，“上场
球队表现非常差，我们输了
比赛，也没有创造出什么机
会。这一次的对手不同，鲁能
排名中超前列，他们有好的
球员，也有有速度的球员，反
击打得不错，可以说是完全
不同的比赛。我们首先要做
好自己的工作，才会有满意
的结果。”埃里克森特意强
调，在球队的阵容之中，孔卡
和达维“可以共存”。

库卡则表示，鲁能不会针
对孔卡一个人改变战术，“虽

然现在我们在后防线还存在
一些人员不足的情况，但我们
全队状态不错。整体实力也有
所提升。”戴琳和王大雷，此
前均曾在上海申花效力，此
次鲁能客战上海上港，这两
名球员的状况如何？库卡强
调“戴琳之前一段时间训练
中注意力不集中，对训练投
入不够，这样的态度导致他
在比赛中会有糟糕的表现。
目前戴琳跟着预备队训练一
段时间，如果后面一段时间，
他的态度、训练的投入能够改
观，将会再次回到一线队中”，

至于上轮联赛担任队长的王
大雷，库卡说“已对队长人选
作出了调整”，“蒿俊闵会成为
新的场上队长，我希望担任队
长的成员能够离裁判更近一
些，离我更近，方便与裁判进
行沟通，另外也方便他与替补
席、与教练进行沟通，另外我
发现蒿俊闵非常喜欢与年轻
球员交流，平时他跟刘彬彬、
李松益、吴兴涵、王彤等人聊
得都很多。我觉得他更有担任
球队队长的特质。在我们队
中，除了韩鹏之外，蒿俊闵就
是队长。”

亚锦赛3：0完胜韩国

中国女排
重回亚洲之巅

围甲强队集体沦落

山东景芝队
战江苏获一分

本报讯 (记者 许恺玲 实习
生 万汶柳) 28日，2015“金立智能
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进行了
第六轮比赛，拥有众多世界冠军的
重庆、山东、北京、上海等强队本轮
集体沦陷，纷纷落马。山东景芝酒业
队本轮客场对阵江苏队，最终两队
2：2战平，山东景芝因为主将告负仅
获一分。

上一场干脆利落赢下孔杰的景
芝队世界冠军范廷钰本轮依旧风格
犀利，在四台执黑对阵江苏队唐韦
星。两位九零后世界冠军实力相当，
这盘棋下得也颇有意思。小范一上
来就来了一手比较罕见的转换，打
乱了唐韦星的节奏。虽然之后唐韦
星极力扭转战局，却也拦不住愈战
愈勇的小范，终结前的几十手棋已
然完全按照范廷钰的步调来走，最
终范廷钰毫无悬念地中盘胜出。

在一台的比赛中，主导战局的是
景芝队另一位世界冠军江维杰。小江
开盘布局不错，形势变得对黄云嵩十
分不利，他开始下手强硬，试图杀出
一条血路。而江维杰此时手执白棋，
在保持优势的情况下，见招拆招，计
算准确，不给对手留下一点破绽，最
终将黑棋一举击溃，同样中盘胜出。

坐镇主将的周睿羊之前已经取
得三连胜，本轮比赛却状态欠佳。几
天后小羊将在第10届春兰杯世界职
业围棋锦标赛中与古力争夺冠军，
重压之下他依旧主动要求出战主
将，也许是因为冒进，局面把控不
当，最终不敌芈昱廷。在快棋争夺
中，景芝队小将丁世雄不敌更加老
道一点的刘曦。这样最终鲁军2：2主
将告负不敌江苏队。

据新华社天津5月28日体育专
电 亚洲实力最强的两支女排28日
在2015年天津女排亚锦赛的决赛场
上展开较量，结果中国队技高一筹，
以3：0完胜金延璟领衔的韩国队，重
新站上亚洲之巅。这是中国女排第
13次夺得亚锦赛冠军。

朱婷与金延璟的对决，是本场
比赛的一大看点。金延璟和朱婷此
役分别得到22分和21分，是本队得
分最多的人。赛后，金延璟称赞朱婷
是“中国队不可或缺的一员”，“她比
去年更加成熟了，如果没有朱婷，中
国队就不是一支完整的队伍”。

鉴于中国队网上优势明显，韩
国队此役试图以大力发球破坏中国
队的一传，但中国队站稳脚跟并取
得比分的领先之后，全队士气高涨，
强攻和防反越打越顺，以三个25：21

的比分，顺利拿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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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甲进入第二比赛日

中国重汽队
加赛胜山西

本报讯 2 8日，“腾讯棋牌”
2015全国象棋甲级联赛“民富沃能
杯”进入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生
活日报群康象棋俱乐部山东中国重
汽队面对升班马山西队，本有望在
慢棋阶段就取得一场大胜，结果却
差点阴沟翻船，最后仅通过加赛快
棋侥幸战胜对手，教练谢岿对这样
一场胜利表示遗憾。

坐镇四台的谢岿后手很快与对
手战和后，三台刘奕达竟然在开局阶
段大优的情况下意外被对手逆转取
胜，这使得一、二台的棋局气氛瞬间
紧张起来。坐镇二台的李翰林后手对
阵对方主将才溢，在残局中发挥出色
战胜对手，为山东队扳回一城。一台
赵金成与对手苦和，两队不得不进行
加赛快棋的对决。李翰林再次被抽
中，后手面对韩强以双车炮连攻为山
东队快棋首开纪录，另一盘快棋刘奕
达顶住了压力先手战和才溢，这样山
东队2：1战胜了山西队，在积分榜上
暂居第六位。 (赵勇霖)

西部决赛第五场，勇士
在甲骨文球场，延续了一个
赛季以来的高光表现，他们
以104：90断了“得州小强”
的最后一丝念想，总比分4：
1将火箭送回家。这样一来，
联盟里两位最有统治力的
球员库里和詹姆斯，将在
NBA至高的总决赛舞台一
决雌雄。6月5日，NBA的大
戏将来到高潮。

本报记者 刘伟

看新老MVP

华山论剑
在西部决赛

击败本赛季MVP
竞 争 对 手 哈 登 之
后，总决赛里，库里
终于有机会向另外一位MVP
常客詹姆斯发起更高的挑战。

如果说詹姆斯是NBA中
生代力量的佼佼者，那么库
里则是联盟新生代强势崛起
的 标 志 ，新 老 MV P 华山论
剑，代表着联盟未来演进的
方向，也成为这届总决赛最
大的看点。

从狂野的西部杀出重围，
库里先后干掉了浓眉哥戴维
斯、大白熊马克·加索尔以及
大胡子哈登。这是个什么概
念？在NBA常规赛结束后评
选的赛季第一阵容当中，三人
全部在列，剩余两位，一个是
库里本人，另外一个就是詹姆
斯。

换句话说，库里的晋级
之路含金量还是挺足的，同
詹姆斯“扫荡”羸弱的东部有
不小的差异。对比一下西部
决赛第五场，哈登以13个失
误、创NBA季后赛历史最高
的狼狈方式出局，库里和他
的 勇 士 统 治 力 令人 刮 目 相
看。如果能在总决赛完成对
詹姆斯的胜出，库里将最终
击败第一阵容其余四人，上
演最完美的一季。

不过，库里的短板也很明
显，那就是总决赛经验为零。
本赛季是库里首次问鼎MVP
的一季，也是其职业生涯首次
闯入总决赛。詹姆斯已经四度
加冕MVP，第六次、也是连续
第五次晋级总决赛，在这个舞
台，他经历了各种磨难，尝尽
了酸甜苦辣。在詹姆斯看来，
曾经的历练，已经转变为自己
征战总决赛的宝贵精神财富，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能
够云淡风轻地予以应对。

库里的长处，是无解的三
分和强悍的攻击力，詹姆斯则
表现为对比赛的超强掌控上，
而在总决赛经验上，库里同詹
姆斯的差距，显然不是一星半
点。

看菜鸟教头

颠覆历史
NBA此前15年当中，夺

得总冠军球队的主帅，平均有
12年的NBA执教经验。不过
随着骑士与勇士会师总决赛，
最具颠覆性的一幕出现了：布
拉特与科尔两位“菜鸟主帅”，
要在总决赛舞台斗智斗勇了，
这也是NBA联盟成立69年来
的首次(1946年联盟初创赛季
除外)。这也意味着，不管勇
士、骑士谁夺冠，其主帅都将
缔造一段传奇。

尽管都是“菜鸟教头”，但
科尔同布拉特的背景都不简
单。来NBA之前，布拉特早就

在欧洲篮球圈功成名就；当主
帅之前，科尔在太阳总经理位
置上浸淫过多年，球员时期因
为在禅师和波波维奇手下打
过球，对两位名帅的战术也是
相当熟稔。有趣的是，赛季前
科尔在确定入主勇士后，还曾
力邀布拉特加盟勇士教练组，
但最终布拉特被骑士捷足先
登。

总决赛的舞台上，科尔从
三角进攻和波波维奇身上汲取
的丰富战术素养，可能会让他
在制定战术的过程中更有针对
性。要知道去年马刺可是让热
火输得没一点脾气。对布拉特
而言，“哄好”詹姆斯，关键时刻
让他解决问题，则是唯一的选
择，因为詹姆斯实在太强。

东部半决赛第四场，詹姆
斯绝杀公牛，不过布拉特的战
术并不是这么布置的。按照布
拉特事先“大胆”的安排，最后
1 . 5秒，詹姆斯发底线球，由其
他队友执行最后一攻。不过对
这样的布置，小皇帝很不满，
赛后詹姆斯透露，他直接擦掉
了布拉特的战术板，告诉布拉
特：把球给我，我来完成最后
一攻，我不想打加时！

看“X因素”

翻江倒海
对库里而言，骑士最可怕

的人或许不是詹姆斯，而是名
不见经传的小卒德拉维多瓦。
德拉维多瓦何许人也？23岁的
澳洲白人小伙，长相儒雅，身
体素质平平，主打控卫，如果
不是有手三分，骑士阵营几乎
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此君能够在骑士站稳脚
跟，并且深得教练赏识，不是
说他打球有多么好，而是他打
球会算计，动作很粗野。换句
话说，德拉维多瓦狡猾，并且
打球很脏，人送外号“骑士鲍
文”。

东部半决赛，德拉维多瓦
暗算了塔伊·吉布森，导致后
者被驱逐。东部决赛第二场，
他冲着科沃尔腿部冲撞的抢
球动作，直接废掉了这位神射
手。第三场，德拉维多瓦故技
重施，又把霍福德惹毛失去理
智，惨遭驱逐。

面对这样一名声名狼藉
的恶汉，库里可得当心，如果
着了对手的道儿，轻则被驱
逐，重则危及职业生涯，到时
候勇士损失可就大了。

当然在勇士阵营，也不乏
限制詹姆斯的人，不过科尔不
会走下三滥的路子。勇士大将
德拉蒙德·格林能内能外，在
同灰熊的西部半决赛当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善加利
用，他同伊戈达拉联手，或许
会让詹姆斯很难受。

最最好好的的舞舞台台
期期待待最最终终的的精精彩彩
勇勇士士44：：11淘淘汰汰火火箭箭，，同同骑骑士士会会师师NNBBAA总总决决赛赛

本赛季勇士一飞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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