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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寒冬冬偏偏遇遇三三分分““雨雨””，，透透心心凉凉
朱芳雨单场7记三分，山东93：113广东遭遇三连败

本报记者 刘伟

对面站着卫冕冠军广东，新
年第一缕胜利的曙光依旧遥遥
无期。两支上赛季总决赛球队再
相逢，双方境遇早已千差万别，
面对缺兵少将的山东男篮，卫冕
冠军只让对手抵抗了一节。从第
二节比赛开始，广东队外线火力
全开，朱芳雨全场命中7记三分。
在广东超强的比赛掌控面前，山

东男篮下半场根本没有任何翻
盘的机会，分差始终维持在20分
左右，最终山东男篮在苦主身上
93：113再度饮恨，遭遇对手双
杀。

尽管近期山东队已经遭遇
了两连败，不过卫冕冠军的票房
号召力依旧强劲。按照技术统计
上的数字，来奥体观看比赛的观
众人数为5500人，丝毫不亚于鲁
京之战时的上座率。多数观众买

票，自然是冲着易建联而来的，
不过真正主宰比赛的球员却是
朱芳雨。

阿联的实力人所共知，对这
样一位大腕，大彬自然格外照
顾，首节，山东队让阿联只出手3
次，其中包括两次被迫投出的三
分球。在对阿联的有效限制下，
双方首节几乎打成平手。不过兵
多将广的广东从不缺少得分点，
从第二节开始，以朱芳雨为代表

的外线球员站了出来。单是这一
节，朱芳雨三分线外就弹无虚
发，命中了四粒三分。凭借全场
命中的7粒三分，朱芳雨CBA三
分球总命中数达到1301个，成为
首位突破“1300”大关的球员，领
先第二名王仕鹏近200个。整场
比赛，广东队进了15粒三分，命
中率高达五成。

下半场山东队也曾试图展
开反击，然而在尤纳斯近一个赛

季的打磨下，广东队攻守体系已
经相当成熟，山东队根本抓不住
对手任何破绽，比赛节奏始终在
对手的牢牢掌握之中。“球队拼
得还可以，不过同广东队在能力
上有差距，加上轮转人员本来就
少，队伍连败后士气也受到了影
响，输球也很正常。”赛后巩晓彬
表示。目前，三连败的山东依旧
位列联赛第十一，不过同第八的
差距已经拉开到一个胜场。

本报记者 叶嘉利

夸一句阿联，并不是长对手士
气，灭自己威风，而是面对现实的
无奈。只要阿联能保持健康，在
CBA联赛中都是一个怪物级的存
在，面对山东之前，阿联还有脚伤
在身，不过面对上赛季的总决赛对
手，阿联当然不想错过。于是乎，阿
联在山东队篮下摧枯拉朽，山东的
年轻内线，显然还不够坚实。

年轻队员的拼劲和斗志，一直
是被山东队所强调的，每次输球之
后，总是拿精神说事儿。不过在输
球的事实面前，必须要承认差距。
除了外援哈维，山东队坐拥陶汉
林、吴轲、李林、曹振华四大内线，
却无法和阿联一人抗衡，阿联全场
14投10中得到22分和12个篮板5个
助攻，是广东队的攻防轴心。

反观山东队，引以为傲的内线
高度却并不见效，进攻端多是依赖
外线球员的个人能力，内线球员没
有人能成为进攻发起点，甚至经常
一拿球就停住了，让人看着干着
急。哈维的得分虽然有24分，但是
也都是一次次拼下来的，接队友助
攻得分的极少，整体上山东队的
得分都显得非常困难。

陶汉林在比赛中因为腿抽
筋下场休息，缺席了后半程比

赛，不过没有大碍。与阿联的对抗
中，陶汉林还是略显稚嫩，尤其在
防守端还是有不少漏洞。赛后主教
练巩晓彬说：“球队内线的年轻球
员都很有潜质，打球的努力程度

是可以的，但是存在重攻轻守
的态度，思想上还不成熟。”
固然思想上不成熟是一方
面，技术和意识上的差距还
得抓紧苦练。

整场比赛下来，广东的
内线牢牢控制了篮下，篮板球

也比山东队多了10个，恰好广东
队的全场出手次数也比山东队多
了10次。都说篮板带动进攻，这也
是主教练巩晓彬所强调的重点，
在CBA顶级内线阿联面前，山
东队才能真正看出差距。

撼山易，
撼易建联难

本报记者 叶嘉利

对于1993年出生的丁彦雨
航来说，稚嫩的年龄注定了他要
面对很多老前辈的考验，想要成
为国家队一员或者是联赛中的
明星，小丁必须跨越这些前辈的
肩膀。本场比赛广东队的朱芳
雨、王仕鹏就是他的榜样，从这
场比赛看，朱芳雨很好地给小丁
上了一课。

朱芳雨、王仕鹏为国家队
的老前辈，而小丁也被看成是
未来国家队锋线上的不错人
选，20岁出头的小丁很快就要
接受国家队的洗礼，不过这场
比赛他的风头完全被前辈盖过

了。三分球14投1中，这是小丁
在山东队最近三连败期间的数
据，效率显得很不好看。经过了
2013年12月份10场比赛有6场
得分上20的疯狂之后，小丁最
近确实有些低迷。

朱芳雨本场三分球9投7中、
两分球3投2中砍下27分，这样的
效率让人惊叹，果然是宝刀未
老。王仕鹏本场也投进了2个三
分球，虽然广东队的外线人才济
济，但是朱芳雨、王仕鹏还是最
靠谱的两位。内线有易建联，外
线有朱芳雨、王仕鹏，广东队的
优势是全方位的。

就技术能力而言，年轻气盛
的小丁并不比朱芳雨差。本场比

赛小丁也有几次突破比较漂亮，
但是小丁还是过多地依赖个人
能力单打独斗，这也是山东队目
前的普遍问题。广东队全场助攻
26次，山东队仅有8次。朱芳雨的
三分球基本都是空位投篮，而小
丁的每次得分都历经千难万险，
全场打了41分钟，确实也够辛苦
的。

未来总是属于年轻人的，朝
气蓬勃的小丁已经在未来的国
内篮球圈预订了一个主角席位，
不过年轻人总得跨过这道坎，就
像主教练巩晓彬所说，“小丁有
潜质，现在还需要更加努力，提
高自己的技术和意识，踏踏实实
一步一步走”。

接接过过前前辈辈的的枪枪，，小小丁丁准准备备好好了了吗吗？？

本报记者 刘伟

杰特也是人，

谁来伸伸援手

低谷到来并非没有信号，
主场同福建一战，杰特意外受
伤，山东男篮颓势随之而来。

在输给福建之前，山东男
篮8胜4负，战绩还算抢眼，很多
比赛，对手明知道掐死杰特就
意味着胜利，但就是奈何不了
他。脚踝意外受伤让杰特休战
一场，痊愈后，他状态受到了很
大的影响。因为支撑腿不敢发
力，以往见血封喉的三分打了
折扣，向对手腹地的突破也少
了很多。在球队内线整个赛季
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山东队
进攻几乎全部放在了外线，每
次进攻都要通过杰特来完成，
对手防守变得简单。

目前山东男篮的主要得分
点集中在杰特和丁彦雨航两人
身上，两人得分总和占到了全
队总得分近一半。如果哥俩儿
任何一个人出点问题，山东队
就要掉链子。改变这种局面的
唯一办法，就是需要更多人站
出来，分散火力点，然而这谈何
容易。都说广东队是阿联的球
队，不过看过本场鲁粤之战的
人都会明白，比赛的主导者是
朱芳雨。在阿联首节被限制的
情况下，球队外线火力全开，照
样拿下了胜利，摁死一个点，不
可能遏制住广东。

杰特也是人，一味押宝杰
特，免不了他会有第二次甚至
第三次受伤，这样的局面再度
发生，对山东队而言是不堪设
想的。

广东换外援，

咱们按兵不动？

就在鲁粤之战进行的同
时，卫冕冠军谋划更换外援的
细节被媒体曝光，广东把触角
伸向了大名鼎鼎的弹簧人香
农·布朗。麾下国手云集，广东
从来不指着外援讨生活，不过
为了卫冕总冠军，广东还是愿
意动大手笔，期待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此情此景，让上赛季跻
身总决赛、如今却沦落到为季
后赛努力的山东队情何以堪？

赛季开始前，广东男篮签
下了此前并没有职业联赛经历
的小外援怀艾特，即便如此，球
队依旧坐稳联赛头把交椅。眼
看常规赛逐渐接近尾声，广东
决定换掉相对平庸的怀艾特，

签下一员能帮助球队卫冕的虎
将，俱乐部的目标是NBA知名
弹簧人布朗。布朗身体天赋惊
人，速度和敏捷性俱佳。资料显
示，布朗垂直弹跳有近113厘
米，在NBA数一数二。之前，北
京也想签下布朗代替马布里打
短工，不过双方在薪资上没有
谈拢。眼下广东试图拿下布朗，
似乎也在向夺冠的最大对手释
放强势卫冕的信号。

山东男篮本赛
季在内线签下了
物美价廉的哈维，
老哈维的职业精神
有口皆碑，然而身体老

化、对抗退步却是不争的事实。
目前，高居联赛榜首，然而危机
感十足的广东，依旧决心换外
援，反倒是有可能遭遇进不了季
后赛尴尬的山东，还在气定神闲
地用老哈维征战着联赛。

轻装上阵，

球员需要甩包袱

“我明白，中国球员出现一
次失误，接着就会有下一个，因
为他们想得太多，然后便难以
专注。这些表现出的问题，我们
必须着手解决。这跟疲劳、状
态、训练都没有关系，这是思想
层面的问题。”谈起广东男篮最
近出现的问题，主帅尤纳斯坦
言。事实上，这位“中国通”点出
的问题，不仅仅卫冕冠军身上
有，山东男篮身上也有。

新年首战，面对9连败的八
一，山东男篮送去了“温暖”。在
主帅巩晓彬看来，球队失利的
根源源于小看了对手，不承想
半场被对手胜出快三十分。大
比分落后下，迫切追分又催生
了急躁心理，最终酿成了崩盘。
如果说杰特完全健康的时候，
山东男篮还算得上一支准强
队，那么当杰特有伤在身，山东
只能算一支中游球队，球队没
有轻视任何人的资本。遗憾的
是，曾经的辉煌犹在，碰上那么
一波小小的连胜，年轻人的心
态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输了
不该输的球。

事实上，以山东男篮的实
力，球队年轻球员居多的现状，
注定了在联赛有一席之地，就
得放低身段拼搏的姿态。一波
连胜，不代表自己就能重回
巅峰，一波连败，也同样不该
妄自菲薄。正如老尤所言，要
稳住心态，教练组也得多给
球员心理上找点平衡，顺境
中多敲打，逆境中多分鼓励和
信任。

低低谷谷之之中中，，谁谁给给来来剂剂猛猛药药？？
冲击季后赛，山东男篮亟待自救

输给广东，山东男篮遭遇三连败。从开局8胜4负，到最
近9场2胜7负，球队赛季走势来了个急转弯，季后赛已经变
得岌岌可危。

CBA联赛创始至今，前一个赛季杀进总决赛，接下来一
个赛季却无缘季后赛的情况，仅仅在上海队身上出现过一
回。类似的尴尬很有可能降临到山东队身上。在体制藩篱
造成的“人荒”短期内无法改观的情况下，剩余赛程，山东
男篮唯有自救，努力的方向正是老对手广东。

在和易建联的对抗中，哈维处于下风。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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