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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山东王牌外援杰特
加盟福建男篮

澳超中央海岸水手队2日在官
网宣布，牙买加“飞人”博尔特正式
结束在水手队的试训，双方并不会
签订职业合同。

北京时间11月2日3:45(英国当
地时间1日19:45)，2018/2019赛季
英格兰联赛杯1/8决赛一场焦点战
在伊蒂哈德球场展开争夺，曼城主
场2比0取胜富勒姆，迪亚斯梅开二
度，德布劳内伤退。

NBA常规赛1日继续进行，失
去了詹姆斯的骑士在主场难挡本
赛季新近崛起的掘金队，以91：110
大败。而在另一场东部强强对话
中，凯尔特人单场命中破队史纪录
的24记三分球，以117：113战胜雄
鹿，送给对手赛季首败。

1日，火箭官方宣布，将中国球
员周琦下放到了下属的发展联盟
里奥山谷毒蛇队，毒蛇队的新赛季
即将到来。

2018国际泳联短池游泳世界
杯北京站2日开赛，上午进行的预
赛中，徐嘉余和叶诗文分别在男子
200米仰泳、女子200米蛙泳项目中
排名第一，傅园慧和刘湘携手晋级
50米仰泳决赛。

在1日的ATP1000巴黎网球大
师赛中，排名即将升至世界第一的
焦科维奇在波黑对手朱姆胡尔第
二盘退赛后胜出，携手费德勒晋级
八强。 孙晋国 整理

围甲山东3：1胜天津
伊凌涛首任主将

本报讯 11月2日，2018“华为
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22轮
比赛在各主场战罢。山东景芝酒业
队本轮开赴天津，客场对战天津四
建队，最终鲁军3：1获胜，全得三分。

本轮两队第三台的慢棋之争意
外地最先结束，天津队孟泰龄因为
误算，送给对手一份大礼，景芝世界
冠军范廷钰轻松于98手中盘胜出。
随后，鲁军小将陈梓健在第一台的
快棋对决中执白中盘胜王泽锦。

伊凌涛本轮首次担任主将，拼
杀十分顽强，虽然最终憾负对手，
但依旧让人期待他之后的表现，山
东小将正成长为主力。

主将战失利，胜负关键便落在
了尚未结束的第四台对局，山东队
江维杰战胜唐韦星。这一局的胜利
同时力挽狂澜，助山东队以3比1战
胜天津，全取三分。

赢回球迷成绩比赠票管用
西王六战三胜三负，下轮主场球票或有优惠

鲁能锁定亚冠资格 贵州提前降级
11月2日晚，2018赛季中

超联赛第28轮将继续进行，
山东鲁能主场2：0击败长春
亚泰，提前两轮锁定2019赛
季亚冠资格赛资格。第36分
钟，刘洋转身抽射破门，帮助
山东鲁能打破僵局。第41分
钟，郑铮头球攻门击中立柱
弹出。第42分钟，格德斯角球
传中，吉尔头球吊射远角得
手。

山东鲁能上一轮 2 ：4
不敌上海上港，错失提前锁
定亚冠资格机会。虽然山东
鲁能距离锁定亚冠资格只
有1分，但是李霄鹏已经明
确表态，接下来的三场比赛
要争取全胜，冲击60积分。

此役，塔尔德利、吴兴
涵、戴琳三人停赛。格德斯、
刘洋、刘军帅轮换进入首发。
长春亚泰方面，最近遭遇2：3
负，让他们再度处于降级区
的边缘。本赛季首回合交锋，
山东鲁能客场2：1取胜。山东
鲁能最近10个主场对阵长春
亚泰，取得9胜1平的出色战

绩。
在另一场保级大战中，

贵州恒丰主场0：2不敌广州
富力。提前两轮宣告降级。
在2017赛季曼萨诺麾下风
光无限的恒丰终究还是没
有逃过中超升班马二年级
降级的魔咒。

细细回看，从2006赛季
中超开始有降级制度以来，
12年间已经有6支球队验证
了这一神奇的定律。

2 0 0 5 年厦门蓝狮从
中甲升入中超，2007年从
中超降级；2007年广州医
药携手成都谢菲联从中甲
升级，2009年成都谢菲联
与广州医药因为打假球，
被足协处罚降级；2008年
重庆力帆成功升入中超比
赛 ，2 0 1 0 年 降 入 中 甲 。
2015赛季永昌升入中超，
次年降级；2 0 1 6年，延边
富德冲超成功，2017年返
回中甲。

如今，2016年以中甲
亚军身份升入中超的贵州

队，在经过了2 0 1 7赛季的辉煌
后，在2 0 1 8年以副班长的身份
降级。将二年级魔咒延续。

综合

□记者 郑昊

11月1日，92：108，山东西王男篮完败给了单外援出战的福建。一场溃败带来的远远不
止滑落到积分榜第十名的尴尬。球队管理、目标、人员匹配等深层次的问题，一个又一个
地暴露出来。菜鸟赛季的当头一棒，不知道西王集团需要多久能够缓过神来。

11月2日，福建男篮官方宣布，
球队签约了杰特替换受伤的外援史
密斯，史密斯将缺席部分常规赛。

由于球队外援拉什·史密斯在
CBA常规赛第三轮客场对阵苏州肯
帝亚的比赛中手臂受伤。福建晋江
文旅男篮教练组及俱乐部经过慎重
考虑决定更换外援。尤金·杰特加
盟，将代替拉什·史密斯征战新赛季
晋江文旅男篮的CBA联赛。

尤金·杰特，1983年12月出生，
身高180厘米，体重79公斤，曾效力
于NBA国王队和欧洲多国职业联
赛，是一位擅长打反击和传球的组
织后卫。2012-2013赛季登陆CBA，
加盟山东男篮连续效力四个赛季，
两度带领球队冲入季后赛。

综合

靠“好运”吃饭的古德洛克

“要帮球队取得冠军！”在
古德洛克于济南进行体检之
时，这位小外援曾经向前来采
访的记者放出了这样的豪言。
而记忆犹新的是，古德洛克这
样的话还说了两遍。

西王集团也不含糊，在赛
季前的出征会上，无论是西王
集团的高层还是俱乐部总经
理纪敏尚，还是主教练吴庆
龙，都信誓旦旦地面对着到场
的媒体喊出了保八争四的目
标。但面对着这样的目标如何
达成的问题，却表现得有些支
支吾吾。

时间是仓促的，准备是慌
忙的。一支人员并不整、没有
任何经验的新俱乐部就此踏
上了征程。一路上磕磕绊绊，
联赛6轮的3胜3负，能够说明
这支去年还能杀入联盟前四
的队伍如今过得多么落魄。

19次出手6次命中，三分
球6中1，没有罚球。当山东球
迷们看惯了诸如杰特和劳森
这样视得分如砍瓜切菜的表
演之后，古德洛克在对阵福建
时交出的13分2次助攻的成
绩，显得有些扎眼。

换不换古德洛克？当在对
阵福建的赛后有记者把这样
的问题抛给吴庆龙时，这位刚
刚拿起西王男篮教鞭的土帅
并没有作答。

从对阵浙江的狂砍42分
到对阵福建的13分，古德洛
克的表现，成为了全队的晴
雨表。而同时因为丁彦雨航

这位外援级别的选手远走他
乡，这使得西王男篮不得不
把两位外援的作用发挥到极
致。

场均22 . 7分，古德洛克在
场均得分榜中“高局”第27位，
这样的排名，甚至还远远不如
某些本土球员的表现。

还会再给古德洛克更多
的时间吗？那或许真的要看古
德洛克的运气了。

拯救冷场的手段在哪里

魔鬼客场之旅以一场惨
败作为开局，这样的结果谁
都不希望看到。11月8日，西
王男篮将回到主场迎接江苏
男篮的挑战，而在两天之后，
同曦也会在希望大球场一展
风采。

之所以同曦这样一位多
轮之后的对手提前“公布”，是
因为在2日中午的时候，球迷
圈一则关于对阵同曦比赛的
球票买一赠一的消息不胫而
走。而当记者打开同样的链接
时，有关“买一赠一”的宣传也
已经被撤下。

真的假的？随后记者根据
网站上信息拨通了售票电话，
工作人员表示对阵同曦比赛
的票还没有开始售卖，而关于
买一送一的答复，也有些含糊
其辞。“这个还没有接到通知，
不 知 道 具 体 的 方 案 是 什 么
样。”

本赛季，山东西王的主场
上座率可谓惨淡，主场首秀对
阵八一，官方统计3500名球迷
到场，但从记者的目测来看，

这样的数量显然有些夸大；焦
点之战对阵广东，在易建联成
功跻身万分俱乐部的夜晚，西
王球场的上座率，甚至也没有
达到一半。

成绩不佳、核心流失，这
无疑是本赛季上座率不佳的
重要原因。要知道，去年联赛6
轮过后，彼时的山东高速男篮

可是交出了5胜1负的佳绩，还
奉献出了单场狂轰151分的壮
举。

同样是不赠票，高速靠着
成绩还算聚拢了点人气；但如
果本赛季的战绩再这样一直
下去，恐怕西王集团真的需要
想想办法去拯救那可怜的上
座率了。

山东男篮外援古德洛克发挥不稳定。 新华社发

韩朝双方2日在朝鲜开城
召开体育分组会谈，商定将共
同致函国际奥委会，表明韩朝
共同举办2032年奥运会的意
愿。

韩朝双方当天在位于开城
的韩朝共同联络事务所召开体
育分组会谈。根据会后韩方发
布的联合新闻稿，双方商定将
共同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
等国际赛事，并同国际奥委会
及各国际单项体育赛事组织，
就韩朝共同组队参赛等具体事
宜展开协商。双方拟在2019年
世界男子手球锦标赛参赛时即
落实这一合作。

韩朝还商定，将互派运动
员积极参加对方主办的国际赛
事；同时通过韩朝共同联络事
务所，就在意义重大的时间节
点举办友谊赛等体育领域交流
事务进行协商。

本次会谈韩方首席代表
为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第二
次官卢泰刚，朝方代表团团长
则由朝鲜体育省副相元吉宇
担任。 据新华社

韩朝有意共同申办
2032年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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