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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NBA总决赛热火主场先输一阵

光靠自信咋救“火”
本报记者 叶嘉利

中国男篮61：55澳大利亚

扬纳基斯首秀

主打团队篮球

本报讯(记者 刘伟) 北
京时间6月7日，正在澳洲拉练
的中国男篮与澳大利亚进行
了一场热身赛，最终中国队
61：55小胜对手，结束了海外
拉练对澳大利亚的八连败。男
篮新帅扬纳基斯首秀，用团队
篮球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扬纳基斯5月中旬抵达中
国，5月16日带队完成了首训，绰
号“暴龙”的希腊人，执教风格
渐渐为外人所知晓。除了个性
火爆、训练量大、要求严苛外，
扬纳基斯还沿袭了欧洲篮球

“多核心”的战术体系，崇尚团
队作战。澳洲首秀，他的新体系
便初步彰显了威力。

此次澳洲拉练，扬纳基斯有
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考察国家集
训队的边缘球员，同时尝试多核
心战术体系，因此，在场上中国
队人员轮转面非常大。第二节后
半段，扬帅甚至使出了一大四小
的奇阵，吉喆担当中锋，孙悦、张
博、西热力江和陈江华四个后卫
打外线，如此大胆配置，即便当
年喜欢出奇阵的邓华德也要自
叹不如。

从实际效果来看，扬纳基
斯灵活多变的战术体系，在比
赛中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主打
内线的吉喆，比赛最后时刻抢
下了一个关键进攻篮板，最终
保证了球队的胜利。“他是典
型的欧洲教练，战术体系非常
灵活，一个人可以打很多位置，
像我平时不光可以打四号位，
在他的体系当中我可以打二号
位、打三号位。”吉喆说。扬纳基
斯首秀，用一场胜利和团队篮
球给执教开了个好头。

篮球达人小组赛结束

四强今晚

捉对厮杀

本报讯(记者 叶嘉利) 6

月7日晚，由齐鲁晚报和历下区
体育局主办的“中国体彩杯”历
下区首届篮球达人挑战赛，在
皇亭体育馆结束了小组赛最后
一天的比赛。已经获得出线权
的飞扬科技战胜烈焰，夺取小
组头名，烈焰虽然落败，仍以小
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半决赛。另
一场比赛，龙驰天下58：55险胜
中铁十四局，取得了小组赛阶
段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

当晚首场比赛，此前都获
得两连胜的飞扬科技和烈焰
狭路相逢，双方要为小组头名
出线的机会进行拼杀。开场
后，烈焰队展现出了极强的求
胜欲望和不俗的状态，里突外
投打出了15：3的领先。开局就
落后12分明显不是飞扬科技
想要的节奏，或许是烈焰的神
勇发挥激发了飞扬科技的球
员，他们如同睡狮猛醒，在上
半场余下的时间内打出一波
23：3，反超了8分。中场的三分
远投两队展现了旗鼓相当的
实力，取得了相同的28分。易
边再战，两队对抗依旧激烈，
比分差距始终维持在10分上
下。关键时刻，飞扬科技队的
前锋李云龙接管了比赛，他先
是远投命中，随后又连续快攻
得手，帮助球队以84：66战胜
对手，拿下小组头名。

8日晚，本届比赛的半决
赛即将展开，四支实力强劲的
球队捉对厮杀，兄弟连将对阵
烈焰，飞扬科技将迎来梦之翼
的挑战。兄弟连此前雪藏的两
名内线高塔将会重新披挂上阵
为进入决赛而战，但拥有多门
火炮的烈焰目标显然也不仅仅
是小组出线这么简单；在本届
比赛中展现出极强个人能力的
沈伦，将带领梦之翼跟实力强
劲的飞扬科技掰掰手腕。皇亭
体育馆届时欢迎广大市民前来
免费观看，共同见证篮球达人
的巅峰时刻。

马刺、热火绝对是旗鼓相当的
对手，高墙对垒互有攻防，如高手
过招没有大开大合，而是精雕细
琢。这一次，詹姆斯不再是冲锋陷
阵的急先锋，而是缩手缩脚画地为
牢，少了一股登临绝顶舍我其谁的
气概，最终葬送好局。而马刺阵中，
邓肯就像重回十八岁，担起了摧城
攻坚的重任。北京时间7日，马刺以
92：88在热火主场先下一城，邓肯、
帕克功不可没。

总决赛是强者的战场，不光
要有硬实力，还要有冠绝一切的
决心和勇气。全场砍下18分、18
个篮板外加 1 0次助攻的豪华三
双 数 据 ，如 果 拿 下 这 场 比 赛 的
话，詹姆斯的表现堪称完美。但
是，作为热火的最强点，詹姆斯
把自己束缚死了，过多地为队友
做嫁衣抢篮板，让他在进攻端的
锐气消磨殆尽。关键的第四节，原
以为詹姆斯会开启杀神模式，但是
一次次进攻以传球失误而终结，想
要追分却已经回天乏力。

詹姆斯或许是太强大了，至
于收放自如、攻传兼备的境地，

但是这样的境界不一定是好事。
当他一味相信队友的时候，就无
意间把自己最擅长的得分武器
隐 藏 了 起 来 ，这 无 异 于 作 茧 自
缚。詹姆斯在第四节的进攻明显
疲软，而这正是热火队需要得分
的时候。这或许就是詹姆斯和科
比、乔丹等前辈在关键时刻决胜
能力上的差距。

前三节顺风顺水的局势，让卫
冕冠军过于自信，第四节一开始斯
波教练把詹韦二人都放在场下，或
许在他眼里，热火能像往常一样
依靠末节把胜利带走。但是，马
刺是全联盟最擅长打关键球的
球队，西部决赛里，灰熊一次次
在加时赛输给马刺就是明证。虽
然最后分差只有4分，但是比赛
的内容远比这丰富。

詹姆斯习惯性犹豫，热火就不
知道怎么打球了，皮球在多名球员
手中传递却始终无法撕裂马刺防
线，无谓的传球失误给了马刺反击
的机会。反而马刺在关键时刻由明
星球员完成制胜一击，最后邓肯在
詹姆斯头上完成补篮，帕克倒地之

后躲过詹姆斯的防守
压哨进球，定会成
为本轮总决赛
的经典。可怜
的詹姆斯，就
像 失 了 魂 一
样，成为苍白
的背影。

不过韦德的
复 苏 应 该 让
热火队感到
庆幸，继抢
七 大 战 猛
砍21分外

加6个前场板之后，韦德本场又展
现了很强的得分欲望，让球迷惊
呼2006年的韦德又回来了。充
满能量、积极拼抢的健康韦
德是热火想看到的，这一场

他做到了，那么下
一场呢？

邓肯是一根擀面杖。羸弱的热
火内线太面了，波什有高度无对
抗，“鸟人”安德森徒有一身肌肉和
文身，哈斯勒姆矮得只摸到邓肯的
胳膊肘，安东尼上场就是来领犯规
的……“石佛”就像一根擀面杖，扎
实又有力道，把热火一众内线擀成
一张张小薄面皮。邓肯在美航中心
球馆又年轻了一把，像十多年前一
样威风，并且不可挑战。

16年来，“石佛”真是如同一座
巨塔，屹立在马刺内线从未动摇。
十多年来，马刺队员走了一茬又一
茬，“海军上将”罗宾逊、罗伯特·霍
里、迈克尔·芬利、布鲁斯·鲍文等
等，和这些老家伙一起征战的时
候，邓肯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年轻
人。到了现在，轮到邓肯把球队核
心让给帕克了。

岁月可以摧毁雪月风花，却无
法撼动巨石般稳定的“石佛”。虽然
一开局有5投0中的尴尬表现，但是
这并不妨碍这位超级巨星的 状
态。多少年风雨沧桑走来，邓肯
早已经习惯了各种大场面，加时
赛、绝杀、总决赛、大逆转甚至35

秒 1 3分……即便是屡次空位中
投不进，邓肯照样可以按照自己
的节奏打球，砍下20+14的数据不
在话下。

波波维奇可能是最会打关键
球的教练，他在马刺拥有不可挑战
的权威，这也是马刺纪律严明的原
因所在。每当有球队和马刺打到关
键球的时候，他们就要当心了，马刺
这支球队几乎不会在关键时候掉链
子，这是他们的可怕所在。

很不幸，热火遇到了马刺
队。热火习惯了一波流就把胜利
带走，而对手通常就会在这个时
候崩溃。但是马刺不是这样，这
支底蕴十足、纪律性极强的老牌
劲旅，是不会轻易对任何球队缴
枪的。热火队在本场比赛中，屡
屡打出一小波高潮，最大领先分
差达到 9分，但是每次都被马刺
追回来。对阵老到的波波维奇教
练，热火想要以一波流领先拿下
比赛，可能性比平常要小得多。

热火队内线的软肋世人皆知，
今年季后赛一直都是挨揍。公牛队
的诺阿、布泽尔，步行者的希伯特
和韦斯特，无一不在热火的头上打
出超强的表现。邓肯虽然37岁了，
但是打热火内线却丝毫不显老。之
前面对灰熊的七场大战，邓肯从没
有打得如此自如。这轮系列赛里，
与热火软面似的内线对位，邓肯将
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邓肯打出
场均20+10的数据，也不是意外。

邓肯成了擀“面”杖
本报记者 叶嘉利

热火和马刺虽然风格迥异，
但其实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
都是在三个巨星身边，在外围安
排了一帮准心不错的三分手，热火
有阿伦、米勒、巴蒂尔、琼斯甚至还
有刘易斯，马刺有格林、邦纳、尼
尔、莱昂纳德……除了关注巨星之
外，这些火枪手的发挥也对比赛的
发展至关重要，这是本轮系列赛一
个有趣的看点。

热火三巨头聚首以来，一直就
在着力寻找适合三巨头的帮手，三
分射手是很重要的一点。最开始的
阶段，詹姆斯·琼斯一直是最受器
重的三分手，后来雷·阿伦的加盟，
让他成为三巨头之外最重要的三
分点。上赛季总决赛最后一场击败
雷霆，麦克·米勒命中七记三分球，
成为一段经典。

马刺十多年的历史，有人说其

实是一部三分手的历史。自从邓肯
加盟以来，马刺成为联盟最有竞争
力的球队之一，其间不乏出色的三
分手。1999年马刺夺冠，马刺阵中
拥有史蒂夫·科尔和埃利奥特，之
后又增加了芬利、巴里、霍里等老
牌三分手，后来又出来一些新人，
比如尼尔和希尔。每一次马刺夺
冠，都有这群三分射手的一记功
劳。

总决赛第一场，马刺23投7中
的三分球命中率并不算高。尼尔和
莱昂纳德的三分球出手九次只命
中一个。热火25投8中的三分，也只
是马马虎虎。另外，季后赛以来波
什也屡屡拉出来投三分，成为赛场
一大奇观。总决赛的历史舞台上，
少不了这帮三分手，一连串的三分
传奇历历在目，谁将拯救世界，拭
目以待。

三分火枪手集群作战
本报记者 叶嘉利

上图：詹姆斯很失落。 下图：马刺GDP组合状态上佳。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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