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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俞 炯

晨报讯 昨晚， 在本赛季 CBA

常规赛第 33 轮的一场焦点战中，上

海大鲨鱼男篮逆转战胜了 5 天前曾

经战胜过他们的吉林队，保住了常规

赛积分榜领头羊的位置，同时结束了

对手近来的九连胜。

开场后，面对吉林队十分有针对

性的防守， 大鲨鱼进攻办法不多，又

无法限制对方外援琼斯冲击篮下，再

加上后场篮板球失控，第一节全程处

于落后，最多分差达到了 9 分。好在

用大外援冯莱换下富兰克林之后，大

鲨鱼靠着篮下优势终于有所起色，以

3分的劣势进入第二节。

第二节之初，大鲨鱼凭借冯莱在

篮下强攻威力，以及两位小将李添荣

和戴昊的冲劲， 一度反超了比分。不

过在冯莱下场休息，富兰克林上场后，

球队的进攻再度陷入低迷， 被对手打

出一波 12:2 的小高潮。 上半场结束

时，大鲨鱼以 42:48落后。

下半场， 板凳席上只有两三名可

用替补的吉林队出现了疲态。 大鲨鱼

重新将外援换成攻防两端更具威胁的

冯莱。 本节大鲨鱼投中了 4 个三分

球，打出了一波 18:2 的小高潮，最终

带着 69:62的比分来到最后的决战。

第四节，吉林队一度尝试反扑，但

大鲨鱼用快攻上篮和连续的外线三分

球压制住了对手的势头， 将分差保持

在 10分以上。在吉林队核心外援 6犯

下场之后，比赛也失去了悬念。

虽然赢下比赛，不过，上海大鲨鱼

男篮在常规赛第二和第三阶段以来的

一个问题依旧存在， 就是原本被寄予

厚望的小外援富兰克林还是无法找回

最好状态。

本场比赛， 富兰克林 7 投 1 中，

只拿到 2 分， 有 7 个篮板和 4 次助

攻，他在场上时的正负值为 -6。原本

应该发挥巨大作用的他如今反而成为

了球队的软肋， 完全不能和对手的小

外援琼斯 （25 分、17 个篮板、7 次助

攻、4次抢断和 3个盖帽）相比。

倒是第二阶段才到队的大外援冯

莱如今成为了球队的关键球员。 本场

比赛他拿到了大号两双———24 分和

20 个篮板，在场上时的正负值达到了

+23。

小外援薄弱这个问题无疑将困扰

到大鲨鱼如何在季后赛争取更好的成

绩。

接下来， 上海大鲨鱼男篮又将迎

来强敌，本周六 19:35 和浙江广厦上

演“榜首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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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残奥会残奥高山滑雪男子

大回转比赛 10日收官。中国队最大惊

喜由队内年纪最小的选手梁子路创造，

这位 17岁的小将拼下一枚宝贵铜牌。

大回转是残奥高山滑雪技巧类项

目，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冰河”赛道

进行。 赛道位于海拔 1500米以上，能

够参赛的冬残奥运动员都非常了不起。

10日，男子大回转视障、站姿、坐

姿比赛展开角逐。中国队参加站姿、坐

姿比赛。 梁子路获

得坐姿组铜牌，让

在场记者眼前一亮。

7 日完赛的男子全能坐姿比赛

中，梁子路无限接近奖牌，获得第四。

这让他信心倍增，希望在更擅长的男

子大回转坐姿比赛中谋求突破。

比赛中， 他不负众望。 首轮以 1

分 01 秒 55 的成绩拼下小组第四，与

第三名差距不大。次轮他滑得更快，取

得 59 秒 37 的好成绩。两轮叠加排名

第三，如愿锁定奖牌。

赛后， 梁子路非常激动。“我敢

直接往 （旗门） 上冲了， 感觉找到

了。”他说，虽然滑行经验没有大家

丰富， 但队内的哥哥姐姐格外照顾。

“坐缆车时我特别紧张，队友还在安

慰我。说我大回转练得最多，压力不

要太大。”

男子大回转站姿比赛中， 此前已

揽获一枚金牌的梁景怡位列第八，是

小组中成绩最好的中国选手。 赛后他

表示，他和队友都滑出了风采，克服了

升温融雪、滑行时间提前等挑战。“遇

到困难绝对不能退缩， 男子汉就是要

勇敢上。”他说，梦想是支撑下去的动

力，队友间也在互相激励，后面的比赛

还会继续拼。

最终，男子大回转视障、站姿、坐

姿组别金牌， 分别由奥地利选手艾格

纳、芬兰选手基韦里、挪威选手彼得森

获得。截至目前，艾格纳已在残奥高山

滑雪比赛中收获 2 金 1 银 1 铜，彼得

森收获 3金 1银。

13 日进行的男子回转比赛，将是

中国残奥高山滑雪队男选手们最后一

次踏上本届冬残奥会赛场， 比赛的主

旋律依旧是———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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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1……比赛结束！ 随着

终场哨声响起， 一场惊心动魄的残奥

冰球比赛 9 日晚在国家体育馆结束。

在大屏幕上定格的 4:3 和全场观众

雷鸣般的掌声中，中国残奥冰球队击

败捷克队昂首挺进北京冬残奥会冰球

项目四强。

这是一场事关能否再进一步的淘

汰赛， 双方从比赛第一秒开始就绷紧

了弦。冰橇的快速移动、激烈的身体碰

撞、教练的大声喊叫，让在场的每一位

观众内心既澎湃又紧张。

比分在 6 分 48 秒时被改写，中

国队汪之栋率先打破僵局。 然而中国

队领先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捷克队

米哈尔·盖尔很快将比分扳平。第一局

双方打成平手。

与前三场小组赛轻松取胜相比，

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要艰难许多。第

一局比赛有效射门次数 3:4， 扑救次

数 3:2， 数据上的接近也显示出双方

的势均力敌。

第二局比赛开始， 在适应对方高

强度的拼抢后，中国队逐渐占据上风。

20 分 29 秒， 田金涛进球；30 分 29

秒，申翼风进球。中国队用了一局多的

时间将比分扩大到 3:1。

然而，在连续取得进球后，中国队

体力下降、 出现失误， 捷克队瓦茨拉

夫·赫奇科和诺米罗斯拉夫·诺沃特尼

连续进球， 将比分再次扳平。3:3，此

时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不到 6分钟。

连续高强度的拼抢和滑行， 让双

方运动员体力都已达到极限， 这正是

比拼体能和意志的时刻。比赛行将结

束前 2 分钟，小组赛攻入多个进球的

申翼风站了出来。他从中场一路带球

至捷克队球门后， 在对手两人的夹击

下，将球传递给队友汪之栋。

面对对方门将的大面积防守，汪

之栋一蹴而就！他大声呐喊着，振臂敲

打着冰面，与队友拥抱在一起，全场观

众为他们送出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声。随着终场哨声响起，比分被定格在

4:3， 第一次参加冬残奥会的中国队

杀入四强。

赛后，作为队长的崔玉涛安

慰着捷克队队员，最后一个离开

冰面。他说，竞技比赛都有输赢，

“在场上，大家是对手，在场下，

大家是朋友”。

全场比赛镇守球门的门将纪延昭

坦言，虽然被对手两次扳平比分，但他

始终坚信队伍一定能够赢下比赛。

“我们中国残奥冰球队的气质就

是敢打敢拼、无惧无畏。”对于下

一场的对手、 卫冕冠军美国队，攻

入全场制胜球的汪之栋说，“我

们不惧怕任何一支队伍，只

要一上场就要打出我们中

国残奥冰球队的气势，打出

我们的水平，拼尽全力。”

残奥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收官

中国队最小选手创造最大惊喜

冰橇上，一场惊心动魄的极限较量
中国残奥冰球队挺进北京冬残奥会冰球项目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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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复仇，终结吉林队九连胜

上海男篮守住领头羊位置

上海大鲨鱼男篮队员冯莱（右）本场比赛表现出色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