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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时间昨天，2019 年澳大利亚网球

公开赛展开正赛第三日的争夺，在

一场女单次轮的较量中， 中国金花

王雅繁仅得五局，以 2:6、3:6 不敌澳

洲一姐巴蒂，无缘 32 强。 虽然王雅

繁在第二盘曾经率先破发、取得 3:1

的领先， 但她最终并未能抓住这次

机会上演逆转好戏， 反倒是被巴蒂

打出一波 5:0 的小高潮。 想要实现

进入前 50 的“小目标”，王雅繁还要

“交学费”。

王雅繁首轮战胜了持外卡参赛

的澳洲选手佩雷斯， 但现世界排名

第 15 位的巴蒂实力与佩雷斯显然

不可同日而语。巴蒂技术全面、打法

多变， 去年的珠海小年终甚至将现

役金花一姐王蔷都打懵了， 更何况

是王雅繁。 首盘王雅繁几乎没有招

架之力，只艰难地保住了两局，在对

手发球局中没有任何机会， 以 2:6

速败。 次盘背水一战的王雅繁状态

一度有所提升， 破掉对手的发球局

并取得 3:1 的领先， 让球迷看到了

逆转的希望。 但巴蒂很快击碎了这

种希望， 澳洲一姐打出一波连赢五

局的小高潮，反而以 6:3 锁定胜局，

轻松晋级 32 强。

尽管实力和排名都有所提升，

但想要跻身前 50，王雅繁还有很长

一段路要走。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被澳洲一姐打懵，

王雅繁还要“交学费”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昨晚，新

外援杰弗森的加盟， 对于时代中国广州

队来说好比一场“及时雨”，不仅帮助球

队在主场以 133：92 击败了来访的北控

队， 而且也保住了周五广州队客场挑战

宏远队这场广东德比的悬念。

常规赛第 30 轮，广州队与江苏肯帝

亚队的比赛还剩 3 分 03 秒，广州外援斯

贝茨肘击肯帝亚队球员李原宇背部，随

后又在对方球队席前边线处双手将李原

宇推倒在地。 因此，CBA 给予斯贝茨停

赛 4 场并罚款 10 万元的处罚。

幸好， 广州队迅速完成了更换外援

的工作，新外援科里·杰弗森昨天就完成

了首秀。 杰弗森今年 29 岁， 身高 2.06

米， 身披 34 号球衣出战。 杰弗森曾在

2014 年 NBA 选秀中被第 60 号签选中，

辗转篮网、太阳、骑士等 NBA 球队。职业

生涯在 NBA 一共出场了 58 场， 场均出

场 10 分钟， 能够得到 3.5 分和 2.8 个篮

板。 另外， 由于斯贝茨被杰弗森更换，

CBA 公司表示， 前者未执行完的 CBA

联赛停赛场次，将在再次注册参加 CBA

联赛时继续执行。

昨天的比赛是一场一面倒的赛事，

广州外援福格首节比赛就拿到了 15 分

和 6 个篮板球， 广州一上来就以 33：23

领先北控队。 杰弗森在第二节迎来了首

秀的机会， 登场不久就接福格的助攻完

成了一次扣篮。半场结束，广州已经拿到

了 70 分，并且领先了对手 29 分。广州队

带着 48 分的优势进入最后一节比赛，比

赛的胜负已经毫无悬念。

“感觉不错， 前天才到中国，今

天早上才和球队合练。 场上场下队

友给我的帮助都很大。 我对战术还

不熟悉，多谢场上的队友，他们会提

醒我正确的落位。 我感觉球队的氛

围不错。 希望能够帮助球队向季后

赛目标迈进。”杰弗森在首秀上拿到

了 17 分和 6 个篮板球的数据，对于

一名刚刚和球队合练的新外援来

说，这应该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杰

弗森表示， 昨晚的比赛时间相当于

美国当地时间的凌晨五点半， 时差

让他没有打出自己的最好状态。

“杰弗森这场球不错，在篮板球

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多谢总经理，

在更换外援这事上， 非常高效。 在

CBA，单外援要赢比赛相当困难。 ”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广州队主

帅胡安也给新外援打了高分，“今天

我们不能要求他更多了。 早上合练

的时候，我挑了 4、5 套常用的战术，

他在其他地方可能也打过的类似的

战术，让他熟悉。今天场上他和队友

配合不错。防守端，让他限制对手外

援。告诉他防守以防守突破为主，他

今晚做得很好，包括挡拆的防守，都

做得很好。 ”

信息时报记者 冯爱军

顶替斯贝茨，新外援杰弗森首秀完美

主场完胜，广州队收获“及时雨”

“救火队员”首秀

获主帅表扬

信息时报讯（记者 邹甜）

昨晚，中国

男足与韩国男足在亚洲杯小组赛末轮比

赛相遇， 两支已经出线球队还要为争夺

小组第一而战，最终，在刚刚从英超热刺

火线驰援的“亚洲一哥” 孙兴慜的带领

下，韩国队最终以 2:0 完胜中国队，获得

了该小组的第一。 而中国队则以小组第

二的名次晋级 1/8 决赛。

携手出线的两队早就定下了轮换的

基调。国足对首发阵容进行了四处调整，

但老队长郑智仍然首发在列。相比之下，

韩国队更加齐整， 他们派出了归队不足

48 小时，仅与球队合练了两堂训练课的

孙兴慜。 无论从排兵布阵或是技战术安

排上， 韩国队主帅本托都表现出对胜利

的坚定决心。 也许是去年曾在重庆斯威

下课的缘故， 他似乎很希望率队取胜中

国队证明自己。

孙兴慜在比赛中没有取得进球，却

发挥得极其出色， 韩国队的两粒进球都

源自于孙兴慜的助攻： 上半场孙兴慜为

韩国队博得点球，黄义助主罚命中；下半

场孙兴慜开出角球助卫金玟哉头球破

门。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里皮执教国足

以来首次负于韩国队，“银狐” 输得心服

口服：“我们曾经 1:0 赢韩国， 当时我们

有幸运地方，韩国队一些主力不在场。整

体实力来讲，韩国队肯定是强队，他们不

仅会赢中国，也会赢得更多比赛。 ”

同时， 里皮也承认双方的差距，“我

们跟韩国队，无论速度、力量还是脚下等

方面都有差距，对手打得非常好，他们用

全主力阵容对我们轮换阵容， 当我看到

对方名单的时候就预想到这场比赛有多

艰难， 但我们为了第四场必须作出一些

轮换，结果就是这样，大家也看到了。 ”

下一场比赛，中国队将于 20 日晚上

迎战 1/8 决赛的对手，A 组第 2 名的泰

国队。

孙兴慜贡献助攻，助韩国队2:0完胜中国队

“残阵”国足，输球不丢人

中国队队员防守孙兴慜（右）显得很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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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线驰援广州队的新外援杰弗森。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