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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NBA

昨日正式公布 2019—2020 赛季常规

赛赛程，10 月 23 日将正式打响常规

赛首战。与上赛季相比，新赛季常规赛

揭幕日推迟了近一周的时间， 主要原

因是 2019 篮球世界杯将在 8 月 31

日—9 月 15 日举行，NBA 有众多球员

代表国家队出战，NBA 因此在新赛季

开赛时间上作出调整。

NBA 在常规赛首日安排了两场

比赛，分别是猛龙主场对阵鹈鹕，以及

湖人与快船的洛杉矶德比。 这个安排

可谓极具诚意， 猛龙队将在揭幕战领

取总冠军戒指并升起队史首面冠军

旗， 鹈鹕队的状元秀蔡恩也会迎来

NBA 生涯首秀。

一年一度圣诞大战，NBA 安排了

5 场比赛，分别是快船对阵湖人、鹈鹕

对阵掘金、凯尔特人对阵猛龙、雄鹿对

阵 76 人、火箭对阵勇士。 在这个特别

的日子里， 洛杉矶德比再次成为了当

天比赛的重头戏， 不难看出联盟对这

两支球队的重视程度。 另外“火勇大

战”新篇也非常值得关注，“哈威”二少

对阵库里联袂拉塞尔， 这可能是新赛

季里联盟最有看头的后场对决了。

值得一提的是，4 月 16 日鹰队主

场迎战骑士的比赛很有可能是文斯·

卡特在 NBA 的最后一战，一代传奇巨

星的职业生涯或许在那一天落幕。 常

规赛结束后，季后赛将在 4 月 19 日打

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前世

界第一、英国名将穆雷昨日上演了单

打复出首秀，这是他时隔七个月再战

男单，但可惜的是结果并不完美。 在

总奖金高达 674 万美元的 ATP1000

大师赛西南公开赛男单首轮上，穆勒

两盘都是开局遭遇破发， 以两个 4:6

不敌法国名将加斯奎特。

穆雷在年初澳网首轮不敌阿古

特之后濒临退役，不过手术恢复良好

的他已经在几个月前就试水双打赛

场并取得不错成绩。 加斯奎特世界排

名第 56 位， 加斯奎特和穆雷此前 11

次交手，穆雷 8 胜 3 负有明显优势。

“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今天赛前

能期待什么， 我感觉我做得还行，但

有很多地方我希望能做得更好。 不过

我必须对自己现在的击球能力，要做

到现实一点。 ” 穆雷表示自己的双腿

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感到沉重，而对手

加斯奎特的球又是角度很多变，自己

的移动不像以前那样出色。“比如他

放了很多小球， 我好几次都没有去

追，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穆雷还透

露在过去 18 个月中， 由于身体原因，

就很少练这些小球，所以养成了这个

“坏习惯”。

穆雷远离单打赛场的时间是 7 个

月，他也表示在那之前就很少比赛了，

其实有 18 个月没能正常进行比赛。单

打的训练直至最近才开始，所以自己

需要时间恢复。

今晚，富力将在客场挑战佳兆业

广深德比，双方都要“玩命”？

今晚， 广州富力将在深圳大运中

心客场挑战深圳佳兆业， 这是两队本

赛季第二回合交锋， 主队佳兆业已连

续 13 轮不胜，富力也经历了 4 轮不胜，

赛前双方都喊出力争 3 分的口号。 广

州富力阵中有 4 名队员曾效力深圳

队，他们都表示，拼尽全力才是对对手

最大的尊重。

深圳佳兆业目前仅积 15 分，与天

津天海、北京人和均处于降级圈，佳兆

业排名暂列倒数第 2。 相比之下，富力

拥有 26 分，暂没有降级的危机。 此前

两轮富力连续与江苏苏宁和上海上港

战平，球队急需要一场胜利提升士气，

并在积分榜上获得更靠前的位置。“这

场比赛对于双方都很重要， 双方都急

需要分数。 ”富力主帅斯托伊科维奇在

赛前如是说。

在富力队中， 包括程月磊、 丁海

峰、弋腾和叶楚贵都曾效力过深圳队，

去年叶楚贵还是深圳佳兆业冲超的功

臣。 对于身在“危难”中的深圳队，他们

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表示， 虽然对深圳

有感情，但 3 分是必须要拿的。

截至目前，富力失球数冠绝中超，

而佳兆业进球也是全中超最少的。 斯

帅认为，双方都需要一些比较好的“特

效药”，帮助各自球队找到“医治自己”

的最好办法。 程月磊和弋腾则认为，对

手在夏季转会窗购入强力中锋， 富力

需要注意高空球的防守， 只有做好防

守，才有机会全取 3 分。

由于这一次的客场比赛在省内，

广州富力队昨日上午在大学城基地进

行了赛前备战，下午才发车前往深圳。

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的邹正透露，“上

周打完上港之后， 这周的训练基本围

绕恢复和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展开。 大

家做好准备打一场硬仗， 对手肯定会

全力以赴，玩命拼我们，所以我们肯定

会在精神力上做好准备。 ”上一轮缺席

的扎哈维昨日也随队来到深圳， 但斯

帅表示， 扎球王能否上场仍是个未知

数，“今天扎哈维有合练， 但上不上场

还要根据明天的情况决定。 ”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多纳多尼：

需要拿出更多勇气

“上一场比赛， 广州富力在比赛中

绝平上海上港，可以看出这是一支永远

不会放弃的球队。 但对于我们来说，现

在已经到了保级的关键时刻，这场比赛

变得更加重要。 ”刚接手深圳佳兆业仅

半月的新帅多纳多尼昨日在赛前发布

会上表示，球队已经 13 轮不胜，全队上

下要尽全力去争取更好的结果，而这个

更好的结果无疑就是“3 分”。

上月月底，多纳多尼正式成为深圳

佳兆业新帅， 目标就是带领球队保级，

当时球队遭遇 12 轮不胜。 他上任之后

的首战，就是与北京人和的保级“生死

战”，双方最终战成 1:1 平。 上周末，由

于台风的影响，深圳佳兆业与上海绿地

申花的比赛延期，因此养精蓄锐、以逸

待劳的佳兆业，期待本轮能在富力身上

拿到更多的分数。

两队本赛季首次交锋，扎哈维上演

帽子戏法，尽管“扎球王”上场成疑，但

深足依然将他当成“眼中钉”。多纳多尼

说：“扎哈维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射手，限

制扎哈维，肯定不是团队里某一个球员

的工作，而是要球队通过移动补位去限

制他，”他还表示，让深足畏惧的不只是

扎哈维， 而是富力近期表现出的士气，

“上一轮防守球员托西奇在最后时刻为

富力打进一个绝平的进球，我们也需要

那样大胆尝试，拿出更多勇气。 ”

深足阵中的葡萄牙国脚索萨表示，

期待尽快在联赛中取得进球，帮助球队

取得分数，早日脱离保级境地。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NBA新赛季赛程出炉 穆雷复出首秀演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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