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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青大体育馆内，兴奋
的岛城球迷玩起了人浪。
体育馆外，不甘寂寞的球
迷在蒙蒙细雨中燃放起了
礼炮。对青岛球迷而言，这
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常规赛33轮过后，16胜15
负，不管球队最终能否杀
进季后赛，他们已经缔造
了征战CBA的新里程碑。

赛后，在场地中央，青
岛球员把主教练姜正秀抛
向了空中，球迷仍在欢呼
雀跃，胜利的喜悦在青岛
队一边继续，而在球场的
另一端，黄金男篮的队员
们正埋着头默默地走开。
在89：105告负之后，黄金
男篮在CBA首次遭遇小弟
双杀，昔日大哥颜面尽失。

虎头蛇尾，谈何赢球

半场好球，一场溃败，
整个赛季，黄金男篮几乎
在重复相同的悲剧，关键
时刻无人敢当大任，成为
这支近卫军最大的软肋。

安德森是黄金男篮的
领袖，但他学不会始终如
一。从首节替补出场，到半
场结束这段时间，青岛体
育馆进入了安德森时间，
助攻、三分，样样信手拈
来。看着主队的领先被蚕
食，然后变成了落后，岛城
球迷恨得牙根直痒痒，于
是安德森一触球，全场便
是巨大的嘘声。形势不妙，
姜正秀只能将轮休的哈德
森替换上场，或许太迷信
自己的手感，上半场，哈德
森在三分线外跟自己较上
了劲，各种三分，各种偏
出，但他依旧乐此不疲。

半场调整，哈德森如
梦方醒。他改变了单打独
斗的得分方式，开始在队
友之间穿针引线，等到机
会再选择出手。这一招很
见效，稳扎稳打的青岛队
第三节收复了失地，重新
领先。当压力重新回到黄
金男篮身上时，队员们再
次犯下了老毛病。自己的
失误不断增多，关键时刻
更是无人站出来。

越打越顺的哈德森末
节 开 始 了 个 人 表 演 ，

“MVP”的呐喊响彻全场，
连连投中三分的哈德森高
举双手，尽情享受着球迷
的顶礼膜拜。全场比赛，哈
德森一人拿下了43分，完全
盖过了安德森与亨特。“哈
德森一个人盘活了青岛全
队，”巩晓彬赛后直言，“我们
下半场得分不行，大外援篮

板得分太少，对全队实在
没有多大的帮助。”

惨淡战绩，意料之中

输给青岛之后，黄金
男篮本赛季的战绩定格在
了14胜18负，排名联赛第
13位。

对于这样一个惨淡的
战绩，巩晓彬早有了思想
准备，“赛季结束了，球队
的名次在我的意料之中，
可能有的比赛处理得再好
些，我们的名次会更加靠
前。不过在起用年轻人的
前提之下，要说能处理好，
那倒显得不太正常了。接
下来，我们会找出自己的
不足和差距，用刻苦的训
练来加以弥补，我想这些
年轻人还是有希望的。”

重整旗鼓，从头再来

赛季已经结束，黄金
男篮连续第三年无缘季后
赛。对他们而言，一个赛季
的忙碌暂时告一段落，一
个漫长的休赛期又要开始
了。“回到济南，球队会用
一周左右的时间进行总
结。然后队员们会有十天
到半个月的休整时间，接
下 来 全 队 集 合 ，进 入 集
训。”谈到接下来的工作安
排，巩晓彬说道。

尽管无缘季后赛，生活
还得继续。眼下对黄金男篮
而言，最迫切的一个问题是
外援的动向。据了解，俱乐
部早就为两名外援买好了
返程机票，哥俩留下的可能
性微乎其微。在又一个不如
意的赛季后，俱乐部在引援
思路上，也必然会做出一定
的调整。“这个赛季，两名外
援同球队的磨合不尽如人
意，俩外援在性格上不易与
全队沟通。接下来，我们在
外援引入上，还会早下手。
寻找适合球队的，实力强
的外援还是我们最主
要的引援目标。”
(青岛2月12日电)

回宾馆的大
巴上，气氛因为
输 球 显 得 很 沉
闷，唯独坐在最
后排的亨特与安
德森还能谈笑风
生。对两名外援而
言，赛季终于结束
了，输球赢球似

乎都已经无所谓了。
眼下的CBA，俱乐

部成绩的好坏外援占据
决定地位，随着其重要
性的不断提升，要价也
在水涨船高。赛季前，
NBA大牌的不断涌入，
让CBA烧钱的速度节节
攀升。170万美金，黄金
男篮本赛季也甩出了大
手笔，这一数字缔造了
俱乐部之最，但一个赛
季下来，球队战绩却不
升反降。为何高薪外援
还闹情绪，高工资打出
来的是惨淡的战绩，以
及冷漠的队内关系？巩
晓彬在接受采访时道出
了一些苦衷。

外援与队友不来电

总结过去一个赛季
战绩不佳的原因，巩晓
彬认为，队伍年轻是一
方面，外援与队友不来
电是另一方面。

赛季前的引援，巩
晓彬亲自去了美国挑
人，两名外援的实力，外
界也都予以了充分的肯
定，不过在实际比赛中，
教练组发现，在同俩外
援的沟通中存在很大的
障碍。

“总体来说，两名外
援的能力是有的，就是同
全队的磨合上不够好。到
目前为止，大家在性格上
不兼容。教练组也因为这
个问题，同他俩沟通过好
多次，可效果一直不好。
这哥俩很多时候总喜欢
局限在自己的想法之
中，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问题也就很难解决。”巩
晓彬坦言。

教练组的意见，外

援听不进去自然是有原
因的。这里头既有外援
自身性格方面的原因，
也有他们对这个联赛的

不认同。“本赛季，我感
觉外援与队友的互相了
解上始终有问题。从后
期来看，安德森不具备
领袖气质，全队顺利的
时候，他打得出色，不
顺 的 时 候 ，他 总 爱 抱
怨。应该说，安德森具
备了一定的天赋，不是
在场上非常努力的队
员，打得不好，说白了还
是职业精神和心态上有
问题。”

抛开职业精神不
谈，CBA联赛水平能不
能对高水平外援真正有
吸引力，很让人怀疑。

“之前，安德森一直在美
国或者NBA打球，乍一
来中国联赛，因为联赛
水平上的差异，加之他
自己又是一个比较清高
的人，看着队友的水平
相对较低，始终未曾真
正主动同全队融合，没
有尽全力去比赛。”对这
一点，巩晓彬直言不讳。

外援身价虚高

目前的联赛，胜负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援
的发挥，为了追求好的
战绩，不少俱乐部选择
大手笔引援，外援的价
格也是水涨船高。

赛季开始前，巩晓
彬亲赴美国挑选外援，
对此深有体会。“国内球
员同国外球员实力差距
过大，关键时刻，一旦将
比赛胜负的大权决定在
外援手中，自然会引起
外援心态的一些变化。
这个赛季，随着各支俱
乐部在外援引入上的竞
争，导致引援价格翻倍
增长，从这一点上，我觉
得就给外援一个很不好
的信号，外援了解中国
球队的心态，想赢球就
必须迁就他们。”巩晓彬
直言。

在巩晓彬看来，黄
金男篮在外援引进上算
是比较理智的，不过大
手笔引援，对联赛的良
性发展并不是一件好
事，“为了争夺大牌外
援，俱乐部之间有时候
会恶性竞争，搞暗箱操
作，甚至不择手段，人为
抬高了外援价码。”

黄金男篮本赛季的
遭遇，并不是个例。赛季
前各俱乐部的大手笔引
援，到现在看来喜忧参
半，有的因为引援的确提
升了战绩，但更多的是花
了钱赔本赚吆喝。

(青岛2月12日电)

虎头蛇尾 颜面尽失
山东男篮89：105青岛，遭“兄弟”双杀
本报记者 刘伟

外援难题

如影相随
本报记者 刘伟

新华社华盛顿2月11日体
育专电 纽约尼克斯队11日
在客场100：98后来居上战胜
明尼苏达森林狼队，迎来了赛
季开始以来最长的五连胜。

明尼苏达的标靶中心球
馆当晚涌入了 2 0 3 2 2 名观
众，争相目睹林书豪与卢比
奥两大新生代控卫的对决。
与西班牙“金童”12分、8次
助攻的表现相比，全场拿下
20分、8次助攻成绩的林书
豪显然更胜一筹。

也许是前一天大战科比
时拼得太凶，林书豪在这场

背靠背的比赛中出现了体能
问题，尤其是下半时，13次投
篮仅命中1球，但在距离比赛
结束还剩4 . 9秒、双方98：98
战平之时，早已疲惫不堪的
林书豪只身突入森林狼队内
线博得罚球机会，并顶住压
力命中了一记关键罚球，为
球队打开了胜利的大门。

尼克斯的板凳席是球队
当晚的另一把取胜之匙，舒
伯特和诺瓦克替补上场分别
贡献了20分和15分，给林书
豪提供了足够的火力支援。
森林狼队的全明星级大前锋

勒夫虽然砍下了“32+21”的
大号两双，但他最后 1 . 7秒
的三分出手偏出，只能和球
队一起吞下失利的苦果。

卫冕冠军达拉斯小牛队
当日经历了一场恶战，在主
场经过两个加时赛以97：94
力克波特兰开拓者队。诺维
斯基全场得到20分、9个篮
板，而开拓者大前锋阿尔德
里奇攻下了全场最高的 33
分，中国球员易建联未获得
出场机会。

虽然诺天王在第四节比
赛和首个加时赛末尾都错失

了绝杀的机会，但在距离第二
个加时赛结束还剩13 .9秒时，
德国人用标志性的后仰跳投
帮助球队将胜利收入囊中。

在当日的其他比赛中，
夏洛特山猫队86：111惨败于
洛杉矶快船队，遭遇14连败；
印第安纳步行者队109：113
不敌丹佛掘金队；克里夫兰
骑士队84：99负于费城76人
队；圣安东尼奥马刺队103：
89大胜新泽西网队；奥兰多
魔术队99：94击败密尔沃基
雄鹿队；菲尼克斯太阳队98：
84轻取萨克拉门托国王队。

林书豪20分率队杀“狼”
小牛双加时胜开拓者

新华社太原2月12日
体育专电 山西中宇队
在12日进行的男篮联赛
第33轮比赛中以128：121
战胜广东东莞银行队，终
结了对手13连胜的同时，
也将自己的战绩提升为
19胜12负，距离联赛第三
的排名仅有一步之遥。

这也是山西队在主
场取得的第八场连胜，如
果在下一轮能够在主场
战胜东莞马可波罗队，山
西队就将排名常规赛第
三位。

广东队的常规赛冠

军已经早早到手，而北京
金隅队在以93:78大胜上
海东方队之后，也成功
将第二名的位置收入囊
中。

在为季后赛资格拼
杀的新疆广汇队在本轮
取得了胜利，坐镇主场以
97:89击败劲敌东莞马可
波罗队，将战绩提升为18
胜13负，提前一轮闯入季
后赛。唐正东得到26分和
11个篮板的两双，外援后
卫皮科特也贡献出了20
分、11个篮板和8次助攻
的全面数据。

山西终结

广东13连胜

山东队的外援已经完成了使命。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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