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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4:1淘汰辽宁 时隔3年重返总决赛

总决赛 G5，
宏远大比分
4：
1 战胜深圳晋级

全媒体记者 韦琼

华南虎以 4：1 的大比分晋级总决赛，
这个结果，对于广东德比来说，也许会因
为实力的差距，稍微缺少一些火光四射的
话题性，但对宏远来说，这是 2013 年之
后，近 4 年首次回到总决赛赛场，意义十
分重大。终场哨响，所有的宏远队员站在
一起挥臂庆祝，这个画面，似乎很久没有
见到了。
赛后接受采访时，主帅杜锋激动得声
音都有些发抖，特别是说到“新老交替”
“老队员始终扛着球队前进”这样的关键
词时，他甚至明显哽咽了。
从新赛季开始前就不被看好的华南
虎，时隔 1480 天后重返总决赛，其中的
艰辛，只有他们自己的感受最为真切。

李秋平：不去想总冠军
全媒体记者 张予

1480天之后

华南虎
重返总决赛

关键一战，阿联华丽回归
29 分、10 个篮板，是沉寂了两场的阿
联此役交出的数据。在阿联腿伤未完全
恢复的情况下，这样的成绩单，值得送上
所有的赞词。
都说季后赛和常规赛完全是两种强
度的对抗，确实如此，特别是打到半决赛，
才是真正考验球员能力和稳定性的时候，
正因如此，布泽尔季后赛的爆发才令人惊
叹，一年级生赵睿的闪亮才被人记住，而
易建联，似乎更没有什么好多说的，本赛
季他 22.5 分、9.9 个篮板的场均数据，不仅
仅是在宏远，在整个 CBA 联盟，他都称得
上一面旗帜。
而对于主帅杜锋来说，这个总决赛席
位更是含金量十足。在他执教宏远的前
三个赛季中，华南虎均止步半决赛，在外
界重重质疑声中，杜锋终于带队重返总决
赛舞台。赛后，他在微博上发布原创微
博，
“时隔四年我们回来了。”随后，小将赵
睿也在微博上表示，
“ 四年前，我在看；四
年后，
一起干！”

昨晚客场以 111:103 再胜辽宁之后，新
疆以大比分 4:1 淘汰辽宁，与宏远会师总决
赛。新疆时隔 3 年重返总决赛舞台，这也是李
秋平 2002 年之后再度回到总决赛。新疆在
“疆粤大战”中占据多一个主场优势。
新疆在与辽宁这组半决赛中表现出比以
往更加稳定的气质，面对辽宁坚韧的反扑以及
在 G4 扳回一城，新疆并没有慌乱，最终在辽
宁主场完成晋级。多人打球，是飞虎本赛季最
大的优势。淘汰辽宁，新疆可以说在技战术层
面、人员实力以及抗压性等方面都取得了压倒
性的优势。
从大比分 3:0 领先，到在争议绝杀之下被
扳回一城，再到调整状态取胜晋级，新疆接受
了辽宁的顽强抵抗。
虽然人员残缺，
但辽宁就像一头困兽，
就算
被击退也要蜕对方一层皮。从赵继伟的 G4 绝
杀，
到刘志轩昨晚的疯狂三分，
辽宁没有放弃。
面对这样的辽宁，新疆确实获得了宝贵的
季后赛考验。李秋平赛后说，
“ 比赛打得胶着
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这样有助于我们之后的总
决赛，
大家经历的考验是不一样的。”
系列赛前，李根就曾表示，
“如果要完成大
家心中的梦想，这道坎就必须迈过去”。加盟
新疆以来还未尝到总冠军滋味，李根认为新疆
比以往更加团结。
确实，如今的新疆留给人的印象是更像一
个整体，面对辽宁他们也曾在多场比赛比分被
逼近，甚至像昨晚比分被反超，但关键时刻，飞
虎总能挺过来。
谈到总决赛，自姚明帮助上海夺冠之后再
度回归总决赛赛场的李秋平表示，
“ 新疆一直
被外界说是夺冠热门，但我们不去多想这些，
总之做好自己。
”

粤疆 6 年后再度会师总决赛
总决赛 3 月 31 日开打，赛制为 2-2-1-1-1

朱芳雨职业生涯第 700 场比赛
全媒体记者 韦琼

自 1999/2000 赛季进入 CBA，34 岁
的朱芳雨 CBA 职业生涯已多达 18 个赛
季。昨晚，朱芳雨迎来职业生涯的第 700
场比赛，而这也是 CBA 历史上第一次有
人出场达到 700 场。700 场比赛，绝不仅
仅是一个单纯的数据，而是书写了朱芳雨
的职业生涯，也造就了传奇。11274 分、
1619 个三分球，在这两项数据上，朱芳雨
在联盟没有对手，而在抢断上，朱芳雨以
1092 次排名 CBA 历史第二。此役，朱芳
雨出战 14 分 39 秒，交出 2 分、4 个篮板、1
次助攻以及 1 次抢断的数据。
接下来，总决赛将于 3 月 31 日开启首
轮对决，首个主场将率先于新疆红山体育
馆开打。对于宏远来说，虽然新疆是个熟
悉的对手，并且在双方交战记录上，宏远
占优，但长途奔波以及气候变化，会给华
南虎众将带来不少体能上的考验。而久
违的粤疆大战也让球迷们异常兴奋，毕
竟，状态稳定的华南虎和新疆飞虎在总决
赛聚首，
是多么久远又熟悉的画面呀！

带领宏远近 4 年首次杀回总决赛，杜锋非常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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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比赛，阿联带伤出赛，发挥出色

随着半决赛两个系列赛的同时结束，宏远
和新疆均淘汰对手晋级总决赛，这也是双方时
隔六年后在总决赛再度会师。
新疆和宏远分别在常规赛排在联盟的第
一和第二位。常规赛中，新疆的战绩是 32 胜 6
负，而宏远战绩为 30 胜 8 负。季后赛阶段，新
疆首先以大比分 3：1 战胜排名第八的山东，其
后 4：1 战胜排名第五的辽宁；而宏远则是先大
比分 3：1 横扫第七名的四川，然后 4：1 击败德
比对手深圳队。
实际上，两队曾三次在 CBA 总决赛相遇，
有着很深的渊源。2008/2009 赛季，宏远 4：1
击败新疆夺冠；2009/2010 赛季，宏远同样以
4：1 击败新疆夺冠；而 2010/2011 赛季，新疆
在 1：0,2：1 领先的情况下两度错失机会，最终
让宏远赢得天王山之战，并最后 4：2 击败新疆
队夺冠。
除了两次总决赛相遇之外，宏远和新疆还
在 2011/2012 赛季和 2012/2013 赛季在半决
赛相遇，两次宏远都以 3：0 横扫。宏远对阵新
疆的总战绩是 18 胜 4 负。但在过去五次相遇
宏远都有主场优势，而这次对决新疆将首次有
主场优势。虽说两队在总决赛屡次碰面，但在
新疆四次打入总决赛的历史上，都没能夺得总
冠军，而宏远此前一共 12 次晋级总决赛，夺得
过 8 次总冠军。
另外，本赛季总决赛的赛制将采用七场四
胜 制 ，但 和 半 决 赛 不 一 样 的 是 ，赛 制 将 是
2-2-1-1-1，获得主场优势的新疆队将首先
进行主场的比赛。总决赛将会在 3 月 31 日开
始第一场比赛的争夺，其后将继续在周三、五
和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