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琦们能否帮新疆队夺得总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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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晋级 CBA 总决赛
将对决苦主广东队

？
要翻身

“千年老二”
3 月 19 日，2016-17 赛季 CBA 半
决赛第 5 轮，新疆队客场经过苦战，
以 111：103 战胜辽宁队，总比分 4：
1 淘汰对手，时隔 3 个赛季，再度晋级
总决赛会师广东队。广东队当天客场
以 103：90 击败深圳，同样以总比分
4：1 晋级总决赛。
总决赛采用 7 战 4 胜制，主客场
按照 2-2-1-1-1 分配，常规赛冠军
新疆队具有主场优势，3 月 29 日总决
赛将正式开打。
2014 年新疆队曾打入总决赛，与
北京相遇，结果以 2：4 的总比分含
恨。这是新疆队史上，第四座亚军。
“千年老二”的头衔，就这样被牢牢的
箍在头上，2014-2015 赛季，周琦加
入，奈何第一个赛季，由于内乱不断
的缘故，新疆居然连季后赛的资格都
没有拿到。到了 2015-2016 赛季，新
疆固然打进季后赛，却在半决赛里被
四川干脆利落的横扫。
年年投入重金，却始终无缘总冠

军，这是一个天大的尴尬。光从阵容
来看，新疆可谓武装到了牙齿，亚当
斯与西热力江组成的后场；可兰白克
与李根组成的锋线；周琦、布拉切以
及俞长栋组成的内线……这套主要轮
换阵容，放在整个 CBA 里，都是毋庸
置疑的强大。可问题在于，竞技体育
的魅力，就在于纸面实力，往往不能
与真实实力挂钩。之于新疆而言，球
队昔日最大的问题便在于心态，以及
时不时会爆发的内讧。
然而本赛季，情况却变得有些截
然不同，尽管常规赛里李秋平与布拉
切之间存在一些误会，但随着布拉切
的归来，将帅之间的问题就此烟消云
散。而在提升凝聚力方面，球队使用
可兰白克担任队长，显然大有裨益。
双管齐下，同时解决两大矛盾，如
令新疆的战斗力大大提升。常规
赛，他们在最后关头超越上海，拿
到第一；到了季后赛，他们先后以
3：1 与 4：1 的总比分解决了山东与

辽宁。在前两轮比赛中，他们既经
历过丁彦雨航孤胆英雄式表现时
刻，也曾经历过辽宁生死关头的乾
坤一掷，更经历过裁判的争议判
罚。在通往总决赛之路前，他们已
经经历了所能经历的一切。
新疆的对手是广东，昔日的八冠
王，之于新疆而言，这是一个刻骨铭
心的对手。从 2009 年到 2011 年，新
疆曾连续三次在总决赛输给广东。有
道是事不过三，在经历了三次的失败
后，新疆太渴望夺冠的喜悦，太渴望
站上梦寐以求的最高领奖台。
实力对比，新疆未必碾压广东，
但这一回，他们又拿到了主场优势。
同时之于昔日的那支屡屡拿到亚军的
球队，本赛季的新疆，堪称史上最团
结，最有凝聚力，相应的，或许也是
最有战斗力的。
只差一步，就能实现夙愿，他们
能把握机会吗？
（王进环）

总身价 4.5 亿元！韩国 4 倍于国足

孙兴民＝34 个郜林
下周，中国国家队将在主场迎来和韩
国国家队的世预赛 12 强比赛。很明显，韩
国队的整体实力要强出中国队不少，这一
点从双方球员的身价对比就可以看出，根
据 《德国转会市场》 的数据，中国队本期
国家队球员的评估身价为 1480 万欧元，而
韩国队为 6153 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 4.56 亿
元，是国足身价的 4.15 倍），其中孙兴民一
个人的身价就达到了 2500 万欧元。
本期中国队名单的总身价为 1480 万
欧元，其中身价最高的是武磊的 150 万欧
元。国足身价第二高的球员是张琳芃，身
价为 100 万欧元。
除了武磊和张琳芃外，国足其他球员
的身价均没超过 100 万欧元，吴曦身价为
80 万欧元，王大雷、张稀哲均是 75 万欧
元，再接下来是郜林的 72.5 万欧元、黄博
文 、 蔡 慧 康 以 及 海 归 张 玉 宁 的 70 万 欧
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老将郑智虽依然
是恒大的绝对主力，但因为年龄问题，他
的评估身价只有 20 万欧元，另外亚泰的
范晓东的评估身价只有 17.5 万欧元，效力
于北京人和的邓涵文身价最低，只有 15

万欧元。
相比中国队只有 2 名球员身价超过
100 万欧元，韩国队则是群星荟萃。球队
的头牌孙兴民身价为 2500 万欧元，甚至
比中国队全队还高出 1000 万欧元，是郜
林身价的 34 倍。另外，球队队长寄诚庸
的身价为 750 万欧元，具滋哲的身价为
450 万欧元，在西亚莱赫维亚踢球的南泰
熙身价为 400 万欧元，前锋池东沅以及如
今在苏宁踢球的洪正好的身价为 200 万欧
元，空霸金信煜的身价为 180 万欧元。效
力于萨尔茨堡红牛的天才前锋黄喜灿的身
价为 150 万欧元，全北后卫金珍洙的评估
身价也是 150 万欧元。
效力于中超的四位韩国国脚，除了洪
正 好 外 ， 力 帆 的 郑 又 荣 身 价 为 65 万 欧
元，富力的张贤秀为 85 万欧元，申花的
金基熙为 100 万欧元。
虽然韩国队各项数据都比中国强，但
是他们球队中最低球员的身价要比中国队
还低。他们的两位门将，效力城南的金东
俊以及鹿岛鹿角的权纯泰，身价分别是
12.5 万欧元以及 10 万欧元。
（体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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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马主帅齐达内：
艰苦比赛在后头
皇家马德里 18 日晚在西甲第 28 轮中
以 2：1 客场战胜毕尔巴鄂竞技，巩固了
其在积分榜上的优势。皇马主帅齐达内赛
后提醒人们，前方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多困
难的比赛。
一方面，齐达内对球员们本场的表现
感到满意：“在这座球场拿到分总是很困
难的，但我们做到了。”但另一方面，他
并不认为目前暂时在积分榜上以 5 分优势
领先巴萨的皇马可以就此高枕无忧。“还
剩下 11 场比赛。现在我们是‘领头羊’，
但这代表不了任何东西。我们知道后面还
有更多艰难的比赛要打。”
皇马在 4 月将遭遇“魔鬼赛程”，除
了与拜仁慕尼黑的两场欧冠四分之一决赛
外，他们还将在西甲赛场遭遇强手，与马
德里竞技及巴塞罗那展开较量。紧密的赛
程对齐达内来说也是一大挑战，他肯定，
届时所有球员都需要为比赛做好准备：
“我们需要所有 24 名球员。
” （据新华社）

切尔西 13 分领跑
阿森纳前四堪忧
切尔西 18 日在英超赛场 2：1 击败主
场作战的斯托克城队，将领先第二名的优
势扩大到 13 分，阿森纳则以 1：3 不敌西
布罗姆维奇，遭遇客场三连败。
本轮过后，切尔西积 69 分，领先少
赛一场的热刺 13 分。热刺和曼城同积 56
分，以净胜球不同分列第二和第三。热刺
将在 19 日与南安普敦交锋，曼城同日迎
战利物浦。
阿森纳主帅温格的帅位再次岌岌可
危，遭遇这场失败后，他们虽然仍旧位居
第五，但与第四名利物浦已经相差 5 分。
赛前，有球迷用飞机在球场上空拉起横
幅，要求温格“下课”；支持他的球迷也
以同样的方式希望他留下。
已经在阿森纳执教 20 个赛季的温格
表示，现在阿森纳面临他从未遇到过的困
难局面，现在全队必须重新振奋士气，走
出困境。
（据新华社）

哈登再砍 40＋三双
火箭客场击败掘金

韩国锋线杀手孙兴民。

在 18 日的美职篮常规赛中，哈登独
得 40 分、10 个篮板和 10 次助攻，带领火
箭客场以 109：105 击败掘金，终结掘金
四连胜的势头。
这是哈登本赛季的第 19 次三双。尽
管掘金 8 人上场 7 人得分上双，但还是阻
挡不了哈登的凌厉攻势。卡佩拉拿下 16
分和 8 个篮板，内内添上 14 分。掘金队
的约基奇获得 16 分和 5 个篮板，哈里斯
得到 17 分，尼尔森贡献 15 分、11 次助攻
和 7 个篮板。
在当日其他比赛中，快船主场横扫骑
士，比分为 108：78，格里芬收获 23 分、
8 个篮板和 4 次助攻。勇士主场以 117：92
驯服雄鹿，取得三连胜，保持西部第一。
马刺客场 96：104 不敌灰熊，黄蜂主场
98：93 力克奇才，公牛主场 95：86 掀翻
爵士，开拓者客场 113：97 擒拿老鹰，雷
霆以 110：94 击倒国王。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