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16乐动

差错投诉：（0531）85193700 发行投诉：4001176556 （0531）85196527 邮政投递投诉：11185 全省统一零售价：1元
本报在国内北京、沈阳、济南东、济南西、青岛、烟台、潍坊、滨州、淄博、泰安、济宁、临沂、枣庄、德州、聊城、、菏泽、东营、威海、日照、莱芜同时卫星传版印刷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2018年11月1日 星期四
编辑：刘伟 美编：晓莉 组版：洛菁

西王男篮今晚开启魔鬼客场之旅

挥挥师师远远征征
一一路路都都是是硬硬茬茬

本报讯 万圣节一到，火
箭队媒体室里也应景地摆上
了吓人的道具：一个画着骷髅
头的墓碑，四张骷髅照片。比
这更让人感到恐怖的，是他们
的战绩。北京时间10月31日，
在主场85：104不敌开拓者后，
火箭遭遇四连败，前六轮仅仅
取得1胜5负，和太阳并列西
部倒数第一。

这样的火箭，也许有一万
个借口可以找，可以说来了很
多新人没有融入，可以说因为
伤病侵袭，还可以说当家球星
哈登缺阵，内内还没打过一场
比赛，恩尼斯也伤停，保罗禁
赛两场……

但口口声声喊着要挑战
勇士，眼见着勇士越来越强，
自己却越打越没了心气。连续
几场比赛，被按在地上摩擦也
毫无还手之力。上赛季常规赛
四场横扫开拓者，现在最大分
差拉大到了28分。

虽然在防守端没有“再”
丢掉130多分，但是进攻端彻
底哑火，安东尼仅仅 1 2 投 2
中，保罗19投6中、前9投仅仅
1中，戈登18投4中，格林也是
10投1中。“我们丢失了自己的
信心，丢失了自己的感觉。”德
安东尼教练赛后说，“去年我
们打得很好，而今年，我们打
得一塌糊涂。这就是区别。我
们就是打得很差，我现在没有
答案，但我们会回去审视一下
问题，去解决问题。今年我们
没法命中罚篮，上篮也进不了
了。而去年，我们都能做到。”

火箭丢掉的，还有他们的
韧性，上个赛季他们也有不少
手感冰凉的比赛，但他们总会
用自己的防守来赢下比赛。而
现在，本来第一节已经找回了
防守的影子，做出的调整也一
一奏效，把开拓者限制在了19
分。但是第二节的最后五分
钟，当戈登命中超远三分球把

比分扳为28平之后，火箭开始
松懈，失误，开拓者连续打出
反击，5分半钟净胜15分。

下半场开局，换防的弊端
又被开拓者抓住，唯一的内线
卡佩拉被后卫换出来单打，后
面的协防完全是空气，戈登更
是被麦科勒姆随意单挑，半节
过去，分差已经拉开到了28分。

保罗今天右手臂受伤，穿
好衣服后缠上了厚厚的冰袋。
他没法忍受自己如此糟糕的
发挥，“我们需要尝一下胜利
的滋味了。”保罗说，“我们需
要继续竞争，我们今晚进攻打
得很难看。我必须得打得更
好，我投丢了很多我完全能投
进的球。我们的防守也需要做
得更好。”

主场难求一胜，接下来迎
接火箭的是一波五连客，交易
流言肆起，这支火箭，何时才
能重回正轨？

(小雨)

本报讯 10月29日，2018
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
第二十一轮比赛在各主场鸣
金，山东景芝酒业队本轮摆擂
亳州，凭借伊凌涛和陈梓健两
位小将的胜利与国旅联合厦门
队打平，但由于主将失利，山东
队本轮仅积累1分。

本轮比赛冠名中华药都亳
州专场，由亳州市人民政府主
办，亳州市体育局承办，亳州市
围棋协会协办。两队本轮的快
棋之争某种程度上也是鲁军内
战，由山东队新锐伊凌涛执黑
挑战本赛季被商借去厦门队的
同门师兄周睿羊。虽说要被师
兄检验学习成果，但因为对小
羊十分熟悉，伊凌涛也并不觉
得有压力。布局阶段两人形势
相近，中盘时伊凌涛认为自己
处理得过于复杂，但白棋没有
把握机会之后反而被黑棋抓住
失误，最终伊凌涛中盘胜出，也
为山东队先下一城。

先声夺人的优势并没有持
续多久，山东队相继收到坏消
息。主将战中，范廷钰不敌柯
洁，江维杰也在第四台的对局
中不敌范胤。两位世界冠军的
失利注定山东队本轮取胜无
望，但鲁军小将陈梓健在第三
台执黑对彭立尧的比赛还未分
出胜负。

陈梓健刚升为七段，对手
彭立尧虽为六段却是沙场老
将，实力不容小觑，在网上观
看比赛的棋迷们也更看好彭
立尧。两人这场对局战斗十分
激烈，黑棋在中间的劫争收获
颇丰，白棋如果冷静收官或许
会有转机，但彭立尧似乎着急
翻盘，选择了兵行险着，继续
挑起战火。最后一个劫争，白
棋回天乏术，陈梓健中盘胜
出。最终，两队打平，山东队两
位小将在本轮发挥出色，抢回
一分。

(体讯)

俩小将表现出色

围围甲甲山山东东战战平平厦厦门门

火箭85：104不敌开拓者，跌至西部倒数第一

冬冬天天来来了了，，春春天天在在哪哪儿儿呢呢

本报记者 刘伟

山东内线面临考验

10月31日，福建男
篮通过官方微博宣

布，球队内线主
将王哲林将

在联赛第

六轮复出。“CBA常规赛第六
轮，晋江文旅男篮将返回晋江
祖昌体育馆，迎战来访的同组
劲敌山东西王男篮。对于晋江
文旅男篮而言，拉斯受伤后，赵
泰隆的受伤可谓雪上加霜。不
过好消息是赵泰隆伤势并不严
重，并且球队核心王哲林通过
补测，也将在本场比赛王者归
来。”

此前，由于未通过赛季前
的体测，王哲林缺席了新赛季
前五轮比赛。在通过补测之后，
王哲林获得了出场资格。

在大王不在的五场比赛
当中，福建大外援尼克尔

森成为内线支柱，5场

比赛，尼克尔森场均有31 . 8分
11 . 4个篮板的大号两双表现。
随着王哲林回归，组起双塔阵
容的福建，也会给山东内线带
来更大的压力。

大春因伤休战

同广东一战，张春军在防
守德莱尼的过程中，左脚小脚
趾脱臼。尽管队医对大春迅速
进行了复位处理，但第二天早
上，脚趾还是出现了肿胀、疼痛
的情况，这样一来，张春军将铁
定缺席同福建一战。

在此前出战的5场比赛中，
张春军场均有4 . 2分4 . 4个篮

板的稳定输出，其在后场的防
守能力，则是数据所无法体现
的。张春军的伤停，让山东男篮
失去了一把后场防守尖刀，也
让本就吃紧的后场人员轮转更
加捉襟见肘，大龙该如何排兵
布阵，恐怕要费一番思量了。

与山东同病相怜，福建队
后场大将赵泰隆也在上一轮比
赛中意外受伤。客场同八一一
战，赵泰隆在第二节一次投篮
落地时，右脚踩到了防守球员
脚上，而后失去了重心，扭伤了
左腿。尽管福建方面表示，赵泰
隆伤势不重，但很有可能停赛
一场休养。

赵泰隆一旦伤停，本赛季
开赛以来火力凶猛的福建水花
兄弟仅剩下陈林坚一人，这在
客观上减轻了山东队外线防守
的压力。

此外，福建队小外援史密
斯已经因伤缺席了两场比赛，
同山东一战能否登场，目前尚
不明朗。

客场咬紧牙关

新赛季赛程显示，此次山
东西王男篮客场之旅，跨度之
大，时间之长，为赛季之最，这
次跨越大半个中国的客场之
旅，也对队员体能构成了巨大
的考验。

从济南到晋江，从晋江到
成都，再从成都飞乌鲁木齐，
最后从乌鲁木齐再飞回济

南，一周之内完成这样
一趟长途之旅，单是想
想，就会让人头皮发
麻。而背负着繁重比
赛任务的球员，从这
趟行程上走一遍，更
是叫苦不迭。

最重要的是，山东
这一趟的对手，实力都
在伯仲之间，并没有必
胜的把握，尤其在乌鲁
木齐，球队更是从未赢
过对手新疆。为了这趟
艰苦的客场之旅不至
于两手空空，同福建一
战 ，山 东 需 要 开 个 好
头，尽全力争胜。

10月的最后一
天，山东西王男篮
踏上了本赛季第二
波客场之旅，接下
来一周的时间，球
队 将 先 后 辗 转 福
建、四川和新疆，开
启一段魔鬼客场之
旅。

11月1日，在福
建晋江，山东男篮
将先行挑战福建。
就在10月31日，福建
男篮官方宣布，刚
刚通过体测补测的
内线核心王哲林，
将在同山东一战中
复出。与此同时，
在同广东一战中
小脚趾脱臼的山
东外线防守大闸
张春军，将缺席本
场比赛，实力
的 此 消 彼
长 ，让 鲁
闽之战注
定艰苦。

张春军因

伤休战，山东后

场 用 人 更 加 紧

张。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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