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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超级三双，依旧输给凯尔特人

超 级 詹 也 不 灵 ，骑 士 还 该 咋 玩
本报记者

刘伟

东决第二场之前，绿军名
宿、
“ 真理”皮尔斯说过，骑士想
赢凯尔特人，詹姆斯必须要拿
出超过40 分的三双才行。东决
第二战，詹姆斯做到了，可是骑
士还是输了。首节轰出21分，全
场奉献42分10个篮板12次助攻
的超级三双，放在东部任何一
支球队中，都足以实现统治的
狂暴詹姆斯，这一晚，却拿凯尔
特人没一点办法。
比赛结束前不久，
骑士比分
落后，在绿军进攻回合，霍福德
即将接到斯玛特传球完成空接
的时候，从背后杀到的JR 史密
斯，
气急败坏地将霍福德推出了
场外，霍福德整个人飞了出去。
这个几乎奔着废人去的动作，
引
发了双方小规模的冲突。
史密斯
这个要被驱逐的动作，
仅仅被裁
判裁定为一级恶意犯规，
但动作
所反映出来的沮丧，
甚至恼羞成
怒却是显而易见的。
全场比赛，史密斯在绿军
7次投篮全部
后卫线的硬怼中，
失准，一分未得。而这也成了詹
姆斯这一晚带队的一个缩影：
即便我有大三双，有12次助攻，
下巴几乎被塔图姆撞碎，却还
是死活带不起全队。
放在平时，
即便队友们不给
力，詹姆斯这份华丽的超级三
双，
加上勒夫22分15个篮板的两
双，
在步行者、
猛龙身上，
帮助骑
士赢得一场胜利绰绰有余了。
可
问题是，
骑士眼前的绿军不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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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时刻稍欠火候的步行者，
也不
是一战就怯的猛龙，
而是一把硬
骨头在手，还有一位少年老成、
足智多谋的少帅掌舵的绿军，
尽
管他们很年轻。
詹姆斯天神下凡般的开
局，为骑士赢得了上半场的领
先，然而在第三节，绿军主帅史
蒂文斯的变阵以及绿军后卫线
所表现出来的强硬，让骑士的
领先瞬间荡然无存。这一节，史
蒂文斯用内线大白熊贝恩斯换
下塔图姆，更是成为神来之笔。
这一临场应变，尽显史蒂文斯
指教的才华，凯尔特人内线高
度提升，防守强度的升级，让绿
军单节赢了14分，反超骑士，直
至赢得胜利。
输掉这场比赛，骑士系列
2落后，比落后更可
赛大比分0：
怕的是，骑士输球的方式。他们
在面对绿军对位上最具优势的
詹姆斯，即使发挥到了极致，仍
然不能获得一场胜利，反倒是
史蒂文斯调教下的绿军，越来
越老练、沉着。
骑士还能怎么样？既然詹
姆斯40 分的三双还不管用，那
就50分？老詹或许能够做到，但
能连续四场做到吗？
詹皇上一次在东部季后赛
0：
2落后，依旧是10年前面对凯
尔特人，那是绿军三巨头刚刚
10年一个轮回，又
组建的岁月。
遇绿军，是詹姆斯连续第八年
实现对东部的统治，还是这帮
铁血青年，完成对皇帝的造反，
历史的纹路逐渐清晰起来。

小篮球玩转大舞台

中国小篮球联赛山东赛区很火爆

4月14日，中国小篮球联赛山东赛区启动仪式在济南举行，济南经五路小学和哈林篮球训练营的
5月5日淄博赛区比赛启动，
5月12日济南赛区开赛，
5月26日
揭幕战，正式拉开了山东赛区比赛的序幕。
德州赛区即将拉开帷幕……一项属于孩子们的赛事，成为撬动山东“篮球梦”的支点，将更多的少年儿
童吸引到篮球运动中来。
本报记者

刘伟

少年与篮球，一拍即合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篮
球强，则中国篮球强。中国篮协
主席姚明在谈及小篮球运动时
坦言，吸引更多少年儿童参与
篮球运动，让他们在篮球这项
集体运动中体验快乐和挫折，
学习到信任、团结、拼搏等优良
品质，能够形成完善的人格。
为满足和适应更多少年儿
童参与篮球运动的需要，中国
篮协推出了小篮球发展计划和
中国小篮球联赛，山东成为首
批试点省市之一。经过精心准
备，4 月14 日，中国小篮球联赛
山东赛区启动仪式在济南举
行 ，随 后 济 南 、淄 博 、枣 庄 、东
营、潍坊、济宁、泰安、日照、德
州、临沂、菏泽和滨州12个试点
城市的比赛陆续展开。

社会与市场，积极参与
此次小篮球联赛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市场参
与度非常高，许多优秀企业主

动 加 入 ，在 各 市 分 赛 区 ，地 方
知名企业、篮球训练机构也纷
纷 参 与 ，合 作 伙 伴 多 达 5 0 余
家 ，市 场 化 的 运 作 和 开 发 ，为
赛事的推广和开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各市级分赛区在赛事举办
上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如淄博
赛区，淄博篮协与教育部门紧
密合作，各区县小学踊跃报名，
有近300支球队3000 多名运动
员参加，创造了淄博历史上参
赛球队最多、参赛人数最多的
篮球赛事纪录。德州赛区，德州
篮协充分调动全市青少年篮球
培训机构的积极性，注重发挥
区县力量，为各区县颁发赛事
推广证书，十余家篮球训练营
加盟，确保了赛事工作高质量
推进。
此外，
各级协会在提高赛事
形象和知名度方面也下足了功
夫，山东篮协借助官方微信、手
机客户端等新媒体手段扩大赛
事推广，
淄博篮协邀请到中国男
篮队员丁彦雨航、睢冉，山东男
篮队员张辉、
潘宁等作为推广大
使。济南篮协注重赛事推广，将
市级预赛比赛地点放在山东大
学，
关注度得到大幅提升。

体教结合，未来可期
此次小篮球比赛使用指定
的小型篮球、球场及栏架，用专
门制定的符合12岁及以下少年
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比赛规则
来组织比赛。中国小篮球联赛
山东赛区，设U8 、U10 、U12 三
个组别，5 月到7 月中旬为市级
预赛，市级预赛的优胜队伍将
晋级7月下旬举行的省级决赛，
省级决赛前两名将获得代表山
东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
目前，山东各市级赛区的
报名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可
通过“中国篮球协会”微信公众
号，选择参加预赛城市进行在
线报名。
未来，省篮管中心将制定
加快发展校园小篮球运动的方
案，携手教育部门在全省各级
小学、幼儿园普及小篮球运动，
力争五年内打造完成至少150
150所小篮
所小篮球特色学校、
球特色幼儿园，建成少年儿童
广泛参与、培训机制多样、竞赛
体系完善、文化氛围健康，具有
山东特色的校园小篮球发展体
系。

上港球员蔡慧康(左)在比赛中争顶。

上港主场获胜，依旧亚冠出局

绝 地 反 击 ，未 能 翻 盘 真 可 惜
5月16日，
2018亚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次回合，上海上港在主
场迎战鹿岛鹿角。第6分钟，胡尔克为上港率先打破比赛僵局，第41
分钟，鹿岛鹿角扳平比分，第80分钟，胡尔克主罚点球破门。最终全
1战胜鹿岛鹿角，但总比分3：
4不敌对手，
场比赛结束，上海上港2：
提前结束本赛季亚冠征程。
近期上港的状态逐渐下滑，从亚冠小组赛第6轮开始双线已经
连续6 场不胜，仅仅取得2 平4 负的战绩。在首回合的比赛中，上港
1 ：3 不敌鹿岛鹿角，本场比赛上港若能顺势反弹战胜对手并挺进
亚冠八强，对于球队本身是一场极大程度提升士气的胜利。
事实上，
上港本场比赛开局不错，
但谁都知道佩雷拉的球队进攻
0的领先，按
有一定实力，问题在于防守。主场作战，上港很快取得1：
理说，心理优势应该在上港这一边，但后防线方寸大乱，丢了关键的
1战
一球。
经过了90分钟拼搏，
上港没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奇迹，
尽管2：
4不敌对手止步亚冠16强。综观中超球队参加
胜对手，但是两回合3：
亚冠的历史，
从没有一支球队能够在首回合2球差距落败的情况下最
终实现翻盘。亚冠史上来自中国的实德、恒大、鲁能都曾经在淘汰赛
首回合以两球劣势败北，但这三支球队都没有能够在第二回合实现
翻盘。
如今上港面对同样的绝境也没能创造奇迹，
上港本场比赛并不
是没有机会拿下比赛甚至翻盘，
但无论是胡尔克近在咫尺的打门，
还
(综文)
是武磊的侧身抽射都没能攻破鹿岛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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