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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中国男

篮7月13日迎来本次NBA夏季联赛的

最后一个对手太阳队， 比赛中中国男

篮被对手打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中

国男篮半场仅得22分，最终以64:94惨败

在太阳队手下，以1胜4负的战绩结束这

次的夏季联赛拉练， 这一成绩与12年

前中国男篮首次参加夏季联赛持平。

中国男篮本场比赛没有站好“最

后一班岗”，中国男篮上半场只得到22

分，创造了这次夏季联赛5场比赛中的

新低。 其中从第二节末段到第三节初，

中国男篮一度6分钟没有得分。 此前男

篮半场最低分是首战面对热火时的上

半场25分。

赛后数据统计， 中国男篮自然是

全面落后。投篮命中率上以44%:55%落

后对手； 三分球中国男篮21投仅有3

中，太阳队则是18投9中。 罚球命中率

上，中国男篮也以65%:87%落后。 篮板

球中国倒是输得不多，仅以27:30落后；

但助攻是9:18，中国男篮比太阳队少了

一半。 中国男篮唯一领先对手的数据

是失误， 中国男篮19:12比太阳队多出

了7次。

中国男篮阵中表现唯一拿得出手

的是郭艾伦， 本场比赛他在投篮命中

率和三分命中率上都是全队最高。 9投

6中，其中三分球4中2，得到了全队最

高的15分并摘下3个篮板。 但郭艾伦在

末节6犯离场，不然数据可以更加亮眼。

谈到本场比赛， 中国男篮主教练

李楠赛后表示：“从今天比赛的过程上

来说， 我们的球员觉得四场过后比赛

已经结束了。 我在之前也预料到了情

况， 也给队员提出了要求。 但比赛起

来， 最后一场我们特别是上半场特别

被动。 我们中场也做了调整，替补上场

给了场上很多的活力。 ”

李楠接受采访时还总结了整个夏

季联赛的收获：“我们很有收获， 也看

到了和这些球队的差距，包括速度、力

量和个人能力。 我们还是要靠整体，在

夏季联赛的球队只要不失误， 不被对

方跑起来反击， 我们是能够和对方僵

持的。 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好，我们

在失误上平均让对方得到20分以上。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能够让我们

看到差距。 ”

中国男篮以1胜4负的战绩结束NBA夏季联赛拉练

李楠总结失误过多是“致命伤”

信息时报讯（记者 邹甜）

2019

年广州市第十三届“市长杯”万家

乐羽毛球系列大赛男女混合团体

赛总决赛于 7 月 13 日下午在广州

市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圆满落下

帷幕。 经过近 3 个月的激烈对决，

“市长杯” 羽毛球男女混合团体赛

青年组甲壹羽毛球俱乐部、中青年

组欧派装饰队、中年组晨禧信息队

以及中老年组市电大校友队传识

教育从 3000 多名参赛者中脱颖而

出，问鼎本届“市长杯”冠军。

昨天下午的广州市羽毛球运

动管理中心羽毛球场人声鼎沸，近

千名球迷来到现场观看市长杯的

决赛，广东电视台也对决赛进行了

现场直播，因为这是每年一度市长

杯最精彩、最激烈的冠军争夺赛时

刻。 决赛场上，劲旅交战，并驱争

先，在场观众全神贯注，连声叫好，

整个赛事热闹非凡。

市长杯是广州市规模最大、极

具影响力的赛事。今年的比赛历经

两个多月、覆盖全市 11 个区、逾万

人参与。 据了解，本届赛事总参赛

人数再创新高， 吸引了 7000 多名

学生以及 3000 多名成人选手参

与，赛事人气指数不断上升。

作为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

决赛的推广活动之一，本届“市长

杯”继续推出“问鼎市长杯，共赏总

决赛”的活动，荣获各组别冠军的

选手，将有机会获得 2019 年 12 月

在广州举行的世界羽毛球巡回赛

总决赛的比赛门票，可一睹世界级

高手对决， 感受世界顶级大赛盛

况，为进一步打造羽毛球城市运动

品牌，迎接世界羽毛球巡回赛总决

赛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社会体育

氛围。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通讯员

穗体宣）

由中国篮球协会主办、广州市

体育竞赛中心和广州珠江体育文化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广州市篮球协

会协办的2019年“珠江实业杯”中塞国

际女篮对抗赛，将在7月21日“广州体

育馆”举行。中国女篮的参赛名单也在

日前出炉， 效力于WCBA广东女篮的

“三叉戟”杨力维、黄思静和李月汝将

率领中国女篮在“家门口”献艺。

黄思静从 17 岁开始征战 WC－

BA，19 岁以队长身份率中国国青女篮

夺得亚青赛冠军， 同年首次入选成年

国家队；20 岁成为 WCBA 常规赛南

区 MVP，并成为征战奥运的一员。 年

少成名的黄思静已经成为中国女篮锋

线上的主力军。 1999 年出生的李月汝

在 2018-2019 赛季的 WCBA 中大放

异彩， 一举获得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称号。今年夏天多支美国 WNBA 球队

向李月汝伸出了橄榄枝， 但她决定留

在国内联赛继续历练， 从而放弃了赴

美的机会。同样，杨力维也是中国女篮

后卫线上新生代中的佼佼者， 极具威

胁的突破和视野宽阔的传球， 使她屡

屡在比赛中为中女篮建功立业。

中国女篮参赛名单

杨力维，王思雨，武桐桐，郭子瑄，

王雪朦，潘臻琦，黄思静，刘佳岑，孙梦

然、李月汝，唐毓，肖桐，张茹，石小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

近年

来，“夜跑” 成为备受年轻人推崇的健

身塑形运动项目。 7 月 11 日，安利纽

崔莱组织跑步爱好者、 城市上班族等

上百名跑者齐聚位于珠江新城金穗路

的安利广州旗舰体验馆，拉开了 2019

安利纽崔莱健康夜跑的序幕。

纽崔莱今年已是连续第三年组织

上班族开展健康夜跑活动， 每年活动

30~40 场，每场活动约 100 人参加。 活

动内容包括跑前身体测试、热身运动、

跑后补给、动作拉伸等，跑步的线路从

安利体验馆出发， 先沿着花城汇绿道

向南跑到海心沙再折返向北， 继续沿

绿道跑到接近黄埔大道， 最后返回体

验馆，全程 3 公里。

纽崔莱针对运动后蛋白质和能量

流失，提供了安利纽崔莱蛋白饮品、毛

巾、水和能量补给。安利广州旗舰体验

馆的健康体质检测专区， 还通过尖端

的检测设备为跑者提供体质检测，并

给出专业的健康建议。据悉，自2002年

以来， 安利纽崔莱已经连续17年举办

纽崔莱健康跑活动，在北京、上海、广

州等全国106个城市举办， 累计超过

400万人次参与，创下了“规模最大的

全民健身跑步活动”世界吉尼斯纪录。

来自虎门的甲壹羽毛球俱乐部去

年刚成立， 连续两年夺得青年组的冠

军。 在昨日的决赛赛场上，由于来自马

来西亚的总教练兼男双队员余伟健受

伤，因此该队放弃了男双项目，但在巨

大的压力下， 该队凭借混双和男单两

场， 击败了实力强大的花都稠州银行

队。 甲壹羽毛球俱乐部的混双男队员

林秉纬来自高雄， 男单队员方广宁是

傅海峰的揭阳“老乡”，他们都是 20 岁

上下的羽球爱好者。

与林秉纬搭档的是前广州市队的

退役女将任斯韵， 在比赛中二人配合

默契， 但二人在赛前仅配对训练过两

次而已。 任斯韵比林秉纬大 7 岁，但她

大赞搭档技术好，是搭档“带”起自己

的状态，而林秉伟则认为，任斯韵的经

验让自己收获良多。“我们这一分是很

大压力的，因为对手很强，我们赢得很

不容易，这届市长杯水平很高，有很多

以前省队市队退下来的队员， 所以精

彩程度也很高， 广州的观众也很懂球

啊，我几年前也来参加过市长杯，当时

还没那么多现场观众呢”，任斯韵说。

林秉纬从 9 岁开始打羽毛球，他表

示自己的梦想就是将来成为专业运动

员，参加奥运会。 这次是他专程为市长

杯从高雄飞来广州参赛，“广州是个很

大的城市，高楼大厦很多，很高兴第一

次来就拿到冠军，这是一段很美好的经

历。 下周一就要回去了，希望未来还有

机会来广州打比赛。 ”

为甲壹奠定冠军的男单选手方广

宁，2008 年因为傅海峰而爱上羽毛球，

在赛场上却有着林丹一般的霸气，“那

年就是受峰哥的影响才开始打羽毛球，

那届奥运他打得太好了！ ”

方广宁学习羽毛球也有 12 年的时

间，尽管未能进入专业队训练，但因为

热爱，他一直在找机会，“只要有我能参

加的比赛，都会去尝试，像市长杯就有

很多高手，我想知道自己的水平到底到

哪里， 虽然还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

但年轻就是资本啊， 让我有时间去努

力、去挑战！ ”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中塞国际女篮对抗赛中

国女篮名单出炉

广东三将

下周“回家”献艺

百名跑友体验

夜跑广州“中轴线”

万人挥拍，市长杯羽毛球赛盛况空前

青年组冠军团队卧虎藏龙

郭艾伦（左）表现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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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技艺高超。 邹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