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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壹 点

中超战火燃起，泰山新启“旅”程

今日首战重庆，郝伟带队志夺三分
4月19日，广州阴云密布。新赛季的中超即将在这里吹响号角。
4月20日的20点，山东泰山队将在广
州大学城中心体育场迎来中超新赛季的首战，对阵重庆两江竞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夏铭睿 发自广州

新荣耀，新“旅”程
4月份的广州已然有些闷热。
24 ℃的天气，没有料想的明媚春
光。接连几场降雨，令广州的大街
小巷都多了一份潮湿与压抑。
山东泰山队即将在这里开启
新 赛 季 的 征 程 ，在 这 个 潮 湿 的4
月，山东泰山队将先后对阵重庆
两江竞技和劲敌广州队。
赛前一天，泰山队发布了自
己新赛季的首战海报。海报中央，
队长蒿俊闵一骑绝尘。他的身后，
写着所有参与新赛季比赛的队员
号码。左上角的“新‘旅’橙”与右
上角的“荣耀与传承”遥相呼应。
4月20
对于山东泰山队而言，
日对阵重庆两江竞技的比赛，不
仅是他们新赛季首战，更是济南
文旅集团入主之后，俱乐部迎来
的首次正式对决。泰山队必须拼
尽全力，捍卫自己的往日荣耀。
事实上，泰山队也是这样做
的。在4月16日泰山队进驻赛区酒
店后，仅一夜休整，泰山队的球员
们就开始了训练，这也将是比赛
前球队为数不多的训练磨合。从
训练状况来看，首场与重庆队的
比赛，泰山队已然准备充分。
“队
员相对而言比较适应，因为去年
有赛会制比赛的经验了。”山东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首席记者 刘瑞平

关键时刻站出来
与新疆队的八强战，
双方打得
都很艰苦，比分一直都没拉开，山
东西王队在第四节落后的情况下，
依靠哈德森连续两个三分球将比
分追平。
比赛还剩1分半钟，山东队只
领先2分。此时高诗岩借挡拆急停
三分命中，紧接着，他又一次中距
离急停跳投打成2+1，正是凭借高
诗岩连得6分，
山东队才锁定胜局。
尽管有过三分绝杀老东家辽
宁的壮举，
三分球其实并不是高诗
岩的强项。常规赛50场比赛，高诗
岩一共投中60个三分球，场均1 . 2
个。
本场比赛，
高诗岩第一节发挥
并不好，一分未得，第二节也仅得
到2分，
第三节再进一球，
整个前三
节，高诗岩10投2 中，命中率只有
20%。
即使是整场比赛，
高诗岩也只
3个篮板、
5
有12投4中，得到10分、
次助攻和2次抢断，但他在比赛收
官阶段的爆发，
体现了他过硬的心
理素质，
堪称大心脏。
即使高诗岩一直找不到最佳
状态，
山东西王主教练巩晓彬还是
给予他充分信任。
“我一直跟他讲，
要放开，打得有耐心，有机会投篮
就把握好。”巩晓彬在赛后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山东队击败新疆队，
三年后重
返前四，
高诗岩功不可没。

师徒相见不留情
巩晓彬对高诗岩的信任，
源自
他第一场季后赛的表现。
季后赛第一场，
排名第五的山
东队迎战排名第12的广州队。
广州
队最后一刻才挤掉北控队进入季

主帅郝伟表示。
“第一场联赛对所有人而言
都不是很容易，但我们要努力打
出一场高质量的比赛，为全年开
一个好头。”泰山队球员郑铮说。

老对手，新面孔
2020年11月，中超第5、
6名决
赛次回合比赛的争夺战上，山东
1的成绩战胜重庆队。
泰山队以2：
凭借着点球大战的最终胜利，泰
山 队 以 总 排 名 第5 的 成 绩 结 束
2020赛季中超联赛，输球的重庆
队则排名第6。
上赛季最后一轮的对手，在
新赛季第一轮再度相逢。这样的
跨赛季交手的桥段也使得不少球
迷对山东泰山队与重庆两江竞技
的对决更为期待。
虽然只是数月未见，但两位
“老对手”的队伍中都出现了不少
新面孔。
泰山队方面，格德斯、莫伊塞
斯因疫情滞留巴西无法回归，冬
窗新援莱昂纳多、孙准浩重筑进
攻锋线。石柯、徐新、吉翔三名内
援也将出现在最适合他们的位
置。郝伟对新援们抱有极大的期
待：
“ 第一场球，可以说是一种新
的开始，也希望他们来到队伍之
后可以给我们队伍更大的帮助。”
在此前进行的热身赛中，莱昂纳
多多次破门，展现了高超的得分
技巧。

另一方面，重庆卡尔德克、阿
德里安、元敏诚等主力离队，博拉
尼奥斯加盟。年轻小将们成了重
庆队今年的底牌。
“ 现在的我们更
年轻了，以后的发展也会重点培
养年轻人。”重庆队主帅张外龙表
示。

新阵容，新战术
新赛季组建了新阵容的山东
队，在战术打法上也有了更多新
思路。
“费莱尼和蒿俊闵出现了拉
伤 ，这 场 比 赛 他 们 不 能 首 发 ，在
整个治疗和康复过程中，还需要
一 些 时 间 。”在 比 赛 前 一 天 的 新
闻发布会上，泰山队主帅郝伟表
示。
这意味着新赛季山东泰山的
首场比赛，将迎来较大的战术调
整。徐新、吉翔或替代蒿俊闵，成
为中场的调度核心。同时，费莱尼
无法首发作战，新援孙准浩和莱
昂纳多将更多肩负起进攻的使
命，泰山队的整体战术布局也将
随着两名新加入外援发生改变。
“今年可以说在打法上，在一些进
攻的套路上肯定会有所变化。”赛
前，郝伟也对新赛季的战术改动
做出回答。
虽然双核不在，但这丝毫没
有影响到泰山队首场比赛获胜的
信心。郝伟说，
“ 作为我们来说，是
要取胜，拿下本场比赛。”

高诗岩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

头上有道纹 肯定是狠人
季后赛开始的那一天，高诗岩理了一个新发型。其实高诗岩一直都不喜欢留长发，只是这个发型太短了，
而且还有道明显的横纹。
“ 其实当时选这个发型也没想太多，就想留短点，比赛方便。”高诗岩在接受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时解释说。
球迷们却说，看着高诗岩这个发型，就觉得高诗岩比平时多了些杀气，因为敢留这个发型的，都是狠人。
等到打新疆队的时候，高诗岩的头发看着长长了，横纹已经不太明显，但他在最后时刻连进两球，彻底熄灭了
新疆队反扑的小火苗，确实挺狠。

高诗岩本赛季在山东男篮成长明显。 新华社发

后赛，引出了一场江湖风波，据说
背后还有很多故事，
相关俱乐部被
约谈，
此是题外话，
暂且不表。
那场比赛的最大看点，
是高诗
岩与哈德森面对昔日恩师郭士强。
辽宁队后卫人才辈出，
当年在
郭士强手下，
高诗岩成长迅速，
但在
当时的辽宁，
郭艾伦号称亚洲第一
控卫，
赵继伟也是国家队成员，
进攻
能力强于高诗岩，
所以，
高诗岩更多
的时候是承担着防守的重任。
本赛季，郭士强远走广州，高
诗岩租借山东，
两个人都离开了辽

宁，但还是免不了在赛场相遇，常
规赛两队4次交手，
山东队3胜1负，
每次碰面，
郭士强与高诗岩都心情
复杂。
打进季后赛让郭士强很开心，
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仅仅满
足于晋级，所以在与山东队比赛
时，郭士强精心布局，即便与山东
队有不小差距，
广州队依然与山东
队拼到最后。
郭士强太熟悉哈德森和高诗
岩了，
所以他的包夹让哈德森非常
难受，打起来十分别扭，好在哈德

森表现出了极强的调节能力，
得到
21分，
一举扭转了局势。
而真正给了广州队致命一击
的，
正是郭士强一手带大的高诗岩。
那场比赛，
高诗岩拿下全队最
6次助攻，
高的24分，
并有7个篮板，
4次抢断，在山东队迅速拉大比分
的第三节，
高诗岩投中3个三分球，
拿下11 分，广州队因此失去抵抗
力，
山东队战胜对手进入八强。

面对好友继续拼

“高诗岩本赛季表现得非常
好，还入选了国家队，我希望他能
做得更好，
他有这个能力。
”
郭士强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大夸昔日
弟子。
比赛结束之后，
郭士强与高诗
岩热情拥抱，脸上充满关爱，因为
他从高诗岩身上，
看到了自己年轻
时的影子。
“当时，
郭指导对我说，
我打得
非常好，他很开心，他希望我继续
努力。”当记者问及他与郭士强的
互动，
高诗岩说。
高诗岩对郭士强的培养一直
心存感念：
“每次跟郭导比赛，
心情
都很复杂，
把郭导的球队淘汰很不
好意思，
所以我也给了他祝福。
”
高诗岩其实是个很懂得感恩
的人。这个赛季，高诗岩在山东队
进步很大，入选了全明星赛，当选
了最具进步球员，
他曾不止一次地
表达了他对山东队主教练巩晓彬
的感激。
有人说，
高诗岩的到来给山东
队带来了不同的气质，
高诗岩更多
的是提到了这支球队对他的帮助，
在山东队，
他获得了更多的出场机
会，发挥了更多的技能，自己也得
到了全面发展。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打球比
较强硬的人，
辽宁队也一直有作风
顽强的传统，
我只是把这种传统带
了过来，如果对球队有所帮助，我
十分高兴。
”
高诗岩说。
接下来，
山东队将在半决赛中
遭遇卫冕冠军广东队，
而广东队中
有他的好友胡明轩，
两人在比赛中
将会对位。
大家都知道，
广东队向来以作
风强硬著称，高诗岩能否做到“硬
碰硬”
？
“广东队实力比我们强，但比
赛已经打到半决赛了，
谁都想赢下
比赛，
这个时候就看谁更敢打敢拼
了。
我会把这场比赛当作一场常规
比赛，
争取会有好的结果。
”
高诗岩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