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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第二阶段开战
“三大猜想”
待解

组织核心归队
能否助辽篮卫冕

猜想二

本报讯 世预赛国战暂歇，CBA烽
烟再起。在半个月的窗口期过后，CBA联
赛昨晚重新开战，开启第二阶段的争夺。
经历了12天的休整，广东会不会延续状
态继续领跑？休赛期略显动荡的新疆队
能否实现救赎？第一阶段沉沦的队伍调
整过后有没有机会实现逆袭？这些问题
都将在第二阶段比赛中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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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病阴影中，
谁起谁落？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广东队
几乎与其他所有球队都拉开了差距。这样的统治力已
经让广东球迷把眼光放在了总决赛，不过这并不意味
着他们一直顺风顺水——
—伤病阴影在广东队高歌猛进
的同时悄然而至。11月20日，赵睿因脚踝扭伤被抬下
场，
他也错过了此后广东队的第15轮比赛和窗口期国家
队的两场比赛。而除了赵睿之外，
后卫线上的孟铎也因
为阑尾炎手术缺战，周鹏、任骏飞在窗口期前也是带伤
作战，而阿联更是在第一阶段中三次受伤离场，连小外
援德莱尼也都有因伤缺战的记录。
毫无疑问，伤病是目前为止广东队冲击冠军路上遇
到的最大拦路虎，
好在趁着窗口期，
球队获得了宝贵的休
整时间，
赢得喘息机会的华南虎重新出山，
恐怕更加可怕。
不只“华南虎”得到喘息，这个窗口期对辽宁飞豹
也是难得的养精蓄锐的良机。卫冕冠军自赛季初就因
为赵继伟的缺阵一直没能以最强阵容出战，而他们能
做的只有等待。因此这次的窗口期也间接地抵消了一
部分等待的时间。
而窗口期刚过就有好消息传来，赵继伟恢复状况
良好即将回国，预计年前就将复出。这一组织核心的归

队对辽宁队来说无疑如豹生双翅，接下来的第二阶段
比赛有机会成为辽宁队状态复苏的良机。
并不是所有球队都这么幸运，在第一阶段有着上
佳表现的上海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将面临严峻的伤病
考验。窗口期前，先是球队主力内线董瀚麟因膝伤倒
下，将缺席2~3个月，而后替补后卫罗旭东又因为肋骨
伤势将缺阵6周。窗口期即将结束之际，
又有噩耗传来，
老将刘炜在几天前的训练中伤到了脚踝，
将缺席两周。
主力队员一个接一个的倒下，纵使“小诸葛”有千
本赛季至今，各队年轻球员的涌现是联赛的
条妙计怕也无可奈何。而要命的是上海队接下来的赛 亮点之一。窗口期期间，
CBA全明星投票正式开
程也并不乐观。间歇期回来他们就将连战广东与广厦， 启。而一个月后，
CBA全明星比赛就将打响，
而投
保住四强席位难度不小。
票在12月31日就将截至，新人辈出的情况下，哪
些人有机会脱颖而出，更进一步成为全明星呢？
福建的陈林坚几乎已锁定南区的一个全明
星席位，新赛季状态火热的他已经成了福建队外
5分的表现在国内球员
线第一火力点，而场均20.
中也仅次于易建联和郭艾伦以及队友王哲林，而
另外三人都是全明星铁打的人选。
而另一位炙手可热的新星阿布杜沙拉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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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驾享主义大7座
”
MazdaCX-812月7日上市
继长安马自达“新驾享主义大7座SUV”
——
—Ma
zda CX-8
（以下称CX-8）在广州
车展正式亮相并公布预售价格后，今日，长安
马自达将在成都举办CX-8全国上市发布会。
CX-8可以说是一款“超越常规”的汽车
产品，
具备全面性，
更兼特色与个性；
具备功能
性，
亦有审美与乐趣，
凭借着
“新驾享主义”
的强
大魅力，
CX-8将为崇尚品质生活的都市家
庭，
带去新颖且优质的出行体验。

CX-8的
“操控范”
与
“动力范”
只要一提到长安马自达，
消费者就会自然想到“人马一
体”的驾驶理念和“创驰蓝天”
的先端科技，CX-8也不例外。
CX-8全系搭载了“创驰蓝
天”
科技，并通过精准调校，
实现
了大尺寸与操控性的兼得，
灵动
的操控表现更是让CX-8达到
8米转弯半径。
同级最优的5.
操控性能方面，
“创驰蓝

2.
5L高 效 直 喷 发 动 机 让
天”
CX-8拥有了线性平顺的动力
13：1的高压缩比使得燃
输出，
油经济性提升15%，中低速域扭
矩提高15%，达到了游刃有余的
加速感与节能环保性的完美结
合。同时，CX-8采用“创驰蓝
6AT变速箱，并通过优化车
天”
辆的传动比和变速比，结合新
一代的“创驰蓝天车辆动态控

制技术”
，依然能够实现轻快的
加速性能和愉悦的驾乘感受。
CX-8还配
驱动性能方面，
-ACTI
V
备了马自达独创的“i
AWD”智能四驱系统，该系统
采用前轮侧滑检测系统，包含
27个传感器信号，可以检测并
感知驾驶员意图和时刻变化的
行驶路况，提升驾驶过程中的
安全性。

国内7座SUV市场
“2.
0”
时代的“新驾享主义”
今天，CX-8全国上市发布
会将拉开帷幕，记者提前获悉，
发布会将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
交融现代与古典、光影与律动
的沉浸式体验，CX-8亦将凭借
“观享”
、
“奢享”
、
“驾享”
、
“安
享”的产品魅力，开启国内7座
SUV市场新的篇章。
CX-8具备多维度的产 品
亮点，在车内空间的营造上亦
追求高品质，并致力于打造让

所有驾乘者都能感到愉悦的车
内空间。不仅造型优美，而且在
材质、颜色搭配上也做到了精
挑细选、反复斟酌，给人以高雅
且稳重的悦目体验。装饰面板
使用了高档的非洲白木，座椅
材 质 采 用 了 定 制 化 Nappa真
皮，
以匠人工艺呈现奢适享受。
作为长安马自达旗下首款
CX-8凭借优雅灵
中大型SUV，
动的“魂动”外观设计、兼具豪

华感与质感的内饰造型、
“人
马一体”的操控性能以及全方
位的前瞻主被动安全科技，全
面展示旗舰SUV的卓越实力，
为广大用户提供多元化、高品
质的拥车享受。随着CX-8的导
入，长安马自达“3+1”产品谱系
正式形成。CX-8所开启的“新
驾享主义”也将引领国内7座
SUV市场进入
0”
“2.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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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期除了是休整的良机，也是调整阵容的
重要时期。而这个休赛期最活跃的，依旧是新疆
队。根据消息，
他们的教练组和外援阵容都将产
生变化。
据悉，
新疆队已经确定将第二次更换球队大
外援，而他们的新援则是前CBA总决赛MVP，
CBA联赛的老熟人哈达迪。他将在接下来的比
赛中顶替明纳拉斯，与亚当斯搭档出战。
而除了向外援“动刀”
，球队教练组也将发生
变化。多方消息表示，八一传奇教练阿迪江可能
会入主新疆队成为球队主教练，而此前主教练戈
尔则会转任助理教练。
毫无疑问，
这样的变动显示出管理层对新疆
队第一阶段表现全方位的不满。俗话说新官上任
三把火，
何况外援教练一起换。如果是这样，球迷
有理由期待新疆队在第二阶段重拾强队本色。
说到教练组和外援的双重变动，还有北控
队。间歇期前丁伟下课，换帅后的首场比赛球队
就在主场绝杀上海获得了一场胜利。尽管此后再
度遭遇五连败，
但球队面貌已经有了较大改观。
北控队还用阿联在湖人队的队友托马斯·罗
宾逊替换了大外援兰多夫。虽然罗宾逊进攻技巧
不如兰多夫多样，
但有皮埃尔·杰克逊在，北控队
不会发愁进攻。
而罗宾逊则可以为球队提供兰多夫所不具
备的强硬防守和篮板球，如果球队在防守端能够
有所改观，接下来的比赛，北控队有潜力成为黑
马。
还有一直没有取得预期成绩的队伍在窗口
期更换了外援，
就是山西队。铁帅王非入主后，
球
队也有了较高的目标。可赛季伊始，球队大外援
人选一直
“飘忽不定”
。
先是既定外援布克受伤，揭幕战前一天山西
3场后又将大外援
队才确定由买卡洛顶替出战，
更换为穆罕默德。
而在休赛期，球队又决定签下曾效力CBA
多年的小外援鲍比·布朗。这也不难解释，
原小外
援约什·亚当斯15场比赛过后的正负值是-73，
而王非也多次强调球队进攻不流畅。如果更换了
小外援后球队能够打出王非想要的表现，那阵容
并不差的山西队也有机会实现逆袭，

新人辈出时，
谁是明星？
几乎确定会入选。虽然在俱乐部他仍然是排在两
个外援之后的第三攻击点，但凭借在国家队的表
现他已经圈粉无数，上赛季还在参加星锐赛的他
本赛季有望踏上正赛赛场。
而八一队的雷蒙虽然在上赛季就已经入选
了全明星，但随着他本赛季的表现更进一步，第
二阶段票选中，他更是跻身南区首发。
此外，雷蒙的队友也有冲击全明星的机会，
而本赛季表现出色的天津小将时德帅也有机会
争取这一荣誉，但无论是谁，都需要在接下来的
一个月中延续此前的表现。

温马“缺水”
遭跑友“掀桌”
？
组委会：
桌子是人多碰倒的
本报讯 在12月2日进行的第三届温州国际
马拉松赛遭到跑友吐槽称，跑到20公里处补给站
发现没有水喝。部分情绪激动的跑友，甚至把水
站的桌子都推翻了。
此外跑友还透露，比赛全程没有马拉松需要
的功能饮料供应，只有赞助商提供的茶味饮料。
对此温州马拉松组委会在接受采访时回应称，不
存在补给不足，桌子掀翻是因为人流量大，被不
小心碰倒了。
而在现场参与服务的志愿者透露，水站没有
水，是因为配置的水杯不够，导致跑在前面的跑
友将整瓶水拿走。

媒体报料：补给站没有水
跑友把桌子推翻了

比赛现场

■据北京青年报

本来水应该是够的，但听说补给站准备的纸杯不
够。理论上一瓶水可以倒出两到三杯，每个补给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温州马拉松始于2015 站也得准备2万个杯子。没纸杯导致人手拿一瓶，
年，是浙江省重要的马拉松赛事。今年的温州马 跑得慢的跑友就没有水喝。
拉松全程共报名2814人，其中本地1568人，外地
1246人；半程马拉松共报名4732人，其中本地
跑友：饮料不符要求
3286人，外地1446人；迷你马拉松共报名3119
全是某品牌绿茶
人，其中本地2358人，外地761人；家庭跑共报名 网友：
1042人，其中本地922人，外地120人。参与总人
数中本地选手共8134人，外地选手共3573人，外
另据跑友反映，除了补给站从20公里开始没
5%。
地选手占总人数的30.
杯子，现场饮料品种也不符合马拉松要求。有网
虽然拥有多年办赛经验，但根据当地新闻媒 友在微博反映“这次比赛的赞助商是×××，没
体报料，因温州马拉松运营方青鸟捷出公司此次 有其他功能饮料赞助商，全程摆放的都是×××
饮水站和物品、食品准备太少，大概在20公里左 绿茶”
。
右，
运动员需要水的时候，
补给站没有水了。有跑
据组委会前晚的回应，补给不存在不足的说
友情绪激动，
把水站的桌子推翻了。
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
在微博上，参与温州马拉松的网友也透露， 水不是被喝掉了而是被浪费了。

孙杨运动生涯首次参加短池世锦赛
本报讯 2018年国际泳联世界游泳锦标赛
（
25米）
（
以下简称短池世锦赛）
将于12月11日在浙
江杭州揭幕，中国游泳队5日公布42人参赛名单，
中国游泳队队长孙杨榜上有名。这将是孙杨运动
生涯内首次参加短池世锦赛。
据中新社报道，孙杨目前已参加过六届长池
400
世锦赛、
三届奥运会，
是世界上首位集200米、
800米和1500米自由泳世锦赛冠军为一身的
米、
“大满贯”选手，也是200米、400米和1500米奥运
冠军得主，
但其从未参加过短池世锦赛。
根据中国游泳队5日公布杭州短池世锦赛参
赛名单，除了今年在游泳世界杯打破仰泳百米世

海外上市以来，
!"#$一
跃成为日本%&'(年上半年三
排座)*+销量冠军。
在 ,&'- 年 度 ./!01 汽 车
安全评估和预防安全性能评估
中，
!"2(更是获得参赛车型
中的最高分，无论是主动还是
被动安全性能，
皆是同级翘楚。
在,&'(!,&'3日本汽车殿
堂协会年度评选中，!"2(亦
斩获了“年度车大奖”的殊荣。

阵容变化后
谁输谁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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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纪录的徐嘉余、奥运冠军叶诗文、
“洪荒少女”
傅园慧、刘湘等名将外，孙杨也将参加这一在家
门口举办的比赛。根据国际泳联制定的短池世锦
赛参赛标准，选手必须要在认可的比赛中达到一
定的时间标准才能参加单项比赛，孙杨此前并没
有参加过短池游泳比赛，因此没有单项达标成
绩，
所以他只能在接力项目中登场。
出发和转身技术一直是孙杨的短板，而短池
比赛是在25米的泳池中进行，转身次数较多，对
于转身技术要求更高。对于即将开幕的短池世锦
赛，孙杨显得信心十足，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展示
了自己的转身视频，
并表示“积极备战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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