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资讯

□本报记者 段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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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京德德比比””何何时时来来到到？？
本轮中超联赛， 天津权健大

胜上海申花， 把申花这支中超的
老牌劲旅踢得“丢盔卸甲”，权健
这匹“升班马”已经绝尘而去，跃
居中超积分榜三甲。 权健队每个
主场比赛超高的上座率更是令人
艳羡。 权健队本赛季的转折点发
生在天津德比那场完胜。 击败了
泰达队之后，权健队就像“脱胎换
骨”了一样。

天津德比 “新势力” 摧垮了
“老势力”， 而这两年的上海德比
同样是这个 “基调”。 上海上港
在成绩上已经可以做到力压申花
一头。 中超三个同城德比———上
海德比、 广州德比、 天津德比，
如今都能擦出炫丽的火花。 由此
想到， 我们北京的 “中超德比”

何时来到？ 本轮中甲联赛， 北控
队在主场输给了实力不俗的冲超
热门武汉队， 这场失利像是一盆
冷水浇到了北控队的头上。 联赛
第二循环前3场比赛， 北控队1平
2负未尝胜绩。 这个 “节奏” 让
人依稀感受到上半赛季亚森带队
那个 “大黑暗时期”。 高洪波也
深知这一点， 赛后发布会上高指
导再次强调球队的目标是保级。
由于联赛开局 “坑” 挖得太深，
北控队也不可能向着更高目标前
进， 现在唯有脚踏实地先拿足保
级分数， 再磨合阵容， 为明年的
冲超大业奠定一个比较坚实的基
础。 北京的另一支中甲球队人和
队则是高歌猛进， 新教练加西亚
到来之后， 球队一直保持连胜势

头。 加西亚解决了王宝山时期一
直没能解决的问题———攻击力和
客场成绩， 现在的人和攻击线已
经能够做到多点开花， 球队在客
场也可以取得连胜。 不过， 人和
队要想冲超 ， 后面的路依然艰
险， 像深圳队、 武汉队这样投入
极大的球队， 是不会甘心落在人
和队后面的。

北控队和人和队目前都在低
级别奋战， 他们还不能给京城老
大哥国安队构成威胁，国安队“孤
独一枝”的状况已经维持了很久。
就像一个家庭，“大儿子” 长期在
父母身边， 父母也许都快忘了远
在外地的“二儿子”和“三儿子”。
将来一旦“二儿子”和“三儿子”也
进了这个家门，“大儿子” 还能像

以前那样“受宠”吗？ 中国足球还
远未形成自己的文化， 球迷看球
更多还是图个痛快， 如果一个城
市有了第二支顶级球队， 那么这
支顶级球队是否吸引球迷， 首先
要看的是成绩。 上海上港能在沪
上与申花分庭抗礼， 靠的就是成
绩， 想想前几年申城有过三支中
超球队， 但申鑫队的比赛其实没
多少人看。 一般球迷的心理还是
乐意去看争冠的比赛， 大部分人
不会关心保级的球队。 权健队现
在在天津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泰
达队， 要知道泰达也是个 “老字
号”啊，权健靠的同样是大投入和
成绩。 如果将来北控或人和想从
国安这里“分一杯羹”，首先是要
冲上中超， 再有就是要比国安有

更大的投入。
本轮中甲北控对武汉队这场

比赛，奥体涌进了8000多名球迷，
不要小看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放
在中超不值一提， 但在中甲却是
“顶级”的上座率。 据记者几次到
奥体看比赛观察， 北控队已经开
始形成了自己固定的球迷群体。
北城有北控，南城有人和，人和队
的成绩比北控队更好， 他们也许
会先于北控队升上中超“挑战”国
安队。 北控队的前身毕竟是北京
的俱乐部， 人和更像是 “白手起
家”，他们也只有依靠成绩来赢得
这座城市球迷的尊重。 随着人和
队的成绩越来越好， 也许在不久
的将来， 丰体的看台也会像权健
队的主场那样火爆。

丁彦雨航能征服小牛吗？
出场8分钟4投1中， 2分、 2

篮板， 丁彦雨航以并不完美的方
式结束夏季联赛之旅。 尽管未能
完美收尾， 但丁彦雨航在夏季联
赛已经展现了自己的特点， 收获
了来自球队 、 球迷 、 媒体的好
评。 接下来唯一的悬念是， 丁彦
雨航能拿到一份保障合同在新赛
季登陆NBA吗？

丁彦雨航已展现特点
丁彦雨航一共代表小牛出战

了11场夏季联赛，其中奥兰多站5
场，拉斯维加斯站6场，球队战绩
为10胜1负。 在奥兰多，丁彦雨航
得到的机会更多， 毕竟他身边的
队友实力有限， 他场均出战20.6
分钟贡献8.2分、2.6个篮板、2次助
攻。在拉斯维加斯，由于新秀史密
斯、费雷尔等人出战，丁彦雨航得
到的机会减少， 场均只得到12.7
分钟出场时间， 但他场均能得到
5.8分、2.7个篮板， 投篮命中率提
升到41.4%， 三分命中率提升到
25%，效率有了进步。

在拉斯维加斯， 丁彦雨航得
到了来自球队老板马克·库班以
及球队高层尼尔森的称赞， 这些
并非客套话， 因为丁彦雨航展现
了自己的能力， 上一场打凯尔特
人甚至得到了球迷 “MVP”的呼
喊。一直以来，中国的后卫和侧翼
很难得到NBA球队青睐， 但丁彦
雨航正在改变NBA的刻板印象。
丁彦雨航在夏季联赛展现了很强
的适应能力 ， 他很快就适应了
NBA的速度、节奏和对抗，哪怕打
自己不适应的四号位， 他也利用
自己的拼劲弥补了一些弱点。

在打法上， 丁彦雨航在CBA
以持球进攻为主， 夏季联赛丁彦
雨航在奥兰多站展现了很多持球
进攻， 效果不错， 也令人眼前一

亮 。 到 了 拉 斯 维 加 斯 ， 身 边
队 友 实力更强 ， 丁彦雨航持球
进攻机会 减 少 ， 他 有 过 迷 茫
期 ， 但很快就接受了现实改变
了打法， 他的无球反击 、 底线
空切愈发犀利， 体系内的进攻
越来越多。

丁彦雨航确实暴露了缺点 ，
比如作为侧翼其三分准星不高而
且也不稳定， 打四号位他还是不
适应， 这些问题在面对更高水准
的球员时肯定会被放大， 但同时
这段经历也确定了丁彦雨航下一
步的改进重点，他仍有进步空间。

在结束夏季联赛之旅后， 丁
彦雨航的任务已经完成， 唯一的
悬 念 是 他 能 否 得 到 一 份 保 障
合同。

利好！ 小牛锋线正缺人
小牛对丁彦雨航青睐有加 ，

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锋线正缺
人，翻开小牛花名册，他们实际上
只有哈里森·巴恩斯一个小前锋，
上赛季很多时候， 卡莱尔被迫只
能将身高1米96的马修斯推到三
号位，将巴恩斯提到四号位，打三
后卫阵容，场上身高是劣势。

丁彦雨航身高2米01， 他既
可以打二号位提升小牛后场的高
度 （巴里亚、 小库里、 新秀丹尼
斯·史密斯、 费雷尔中最高的史
密斯身高也才1米90）， 也可以担
当巴恩斯的替补。 在最极端的情
况下， 丁彦雨航可以像夏季联赛
时那样顶到四号位， 去扮演一个
空间型大前锋的角色。

不过， 丁彦雨航面临的竞争
也很激烈， 小牛新赛季15人大名
单实际上只剩一个位置， 丁彦雨
航不仅要跟队内身背合同的球员
竞争 ， 还要跟很多自由球员竞
争， 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丁彦雨航合同
谈判仍无重大进展

在丁彦雨航前往夏
季联赛征战时， 很少有
人期待他能得到NBA的
正式合同， 没想到， 丁
彦雨航的表现超出预
期， 深得小牛赏识。

之 前 ， 曾 有 消 息
称， 小牛曾希望用双向
合同签下丁彦雨航， 若
丁彦雨航接受， 下赛季
他只有45天时间可以跟
随小牛活动， 其他时间
得 在 发 展 联 盟 打 球 ， 薪 金 也
有 很 大差异 （发展联盟最高年
薪为7.5万美元）。 丁彦雨航方面
不愿意接受双向合同， 他希望得
到一份NBA的保障合同， 否则宁
愿回CBA打球。

目前， 小牛跟丁彦雨航方面
仍在谈判， 小牛仍在考虑是否为
丁彦雨航提供一份正式有保障底
薪合同。 目前双方陷入僵局， 依
然在谈判当中。 小牛方面尚未做
出任何的决定。

据悉， 丁彦雨航实际上并不
是只有小牛一个选择， 某NBA圈
内人士透露， 某西部球队对丁彦
雨航在夏季联赛表现非常欣赏，
已开始接触丁彦雨航， 并有意为
其开出合同。 但目前丁彦雨航首
选仍是与小牛队签约。

最 终 ， 丁 彦 雨 航 能 否 跟
NBA球队签约下赛季登
陆 NBA 仍 是 未 知 数 ，
但 无论如何 ， 丁彦雨航
今 夏 已 经 叩 响 了 NBA
的 大门 ， 即便今夏他无
法推开大门， 未来也还有
希望。

（艾文）

费费德德勒勒：：
未未曾曾奢奢望望
八八夺夺温温网网冠冠军军

新华社电 在当地时间１６日
加冕温网 “八冠王” 后， “瑞士
天王” 费德勒直言， 要是早知道
２０１７年能拿两个大满贯冠军， 他
会笑出声来， 且 “从未奢望会八
次夺得温网冠军”。

去年， 费德勒因为伤病休息
了大约半年时间， 世界排名今年
初一度滑落到第１７位， 但他在今
年澳网比赛中东山再起， 拿下了
冠军。

１６日， 下个月就将年满３６岁
的费德勒直落三盘轻取克罗地亚
选手西里奇， 成为历史上首位八
次赢得温网男单冠军的球员， 也
将他本人创造的大满贯冠军纪录
改写成１９次。 费德勒曾于２００１年
温网第四轮淘汰七届温网冠军得
主、 美国名将桑普拉斯， 如今他
已经超越桑普拉斯。

费德勒坦言： “当年战胜桑
普拉斯后， 我没想过会在这里取
得这样的成就。 只是希望能晋级
决赛， 并且有机会夺冠。”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 费德
勒赢得了８次温网冠军、 ５次澳网
冠军、 ５次美网冠军， 外加１次法
网冠军， 是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男
子网坛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