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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男篮主场大胜东莞队，终结三连败

寒寒冬冬腊腊八八，，一一碗碗粥粥也也很很美美味味
本报讯（记者 叶嘉利） 1

月 8日晚，山东黄金男篮主场
112：98战胜东莞马可波罗篮球
队，终结了球队的三连败，杰特
砍下全场最高的32分。战胜强敌
东莞队，对于渴求晋级季后赛的
山东队来说，无疑是寒冬腊八里
最美味的一碗粥。

山东队主教练巩晓彬身体不
适，由于没有参加赛前联席会被篮
协不讲情面地处罚停赛一场，因此
本场比赛场边是由凯撒代为执教。
山东队在比赛一开始就牢牢控制
了局势，丁彦雨航很快进入状态，
半场结束时他的得分已经达到24
分，不过他下半场并没有得分。

小丁在下半场火力有所消退，
不过杰特和哈维站了出来。面对自
己的挚友鲍比·布朗，杰特里突外
投得到全场最高的32分，在下半场
独得21分。此前杰特因为伤病原因
状态有所起伏，本场的32分也是他
近五场比赛的最高分。另外，哈维
发挥出色拿到23分和11个篮板。

山东队在本赛季第一回合
交锋时曾经输给了东莞队，再加
上球队最近遭遇三连败，非常渴
望在主场赢下一场。东莞队鲍
比·布朗最近的得分势头奇佳，
他上一场得到56分，前不久还得
到了CBA历史第二高的74分。不
过这场比赛布朗彻底哑火了，18

分是他本赛季第二低得分。
战胜东莞之后，山东队暂时

和辽宁、浙江稠州队并列排在第
九，和第八名的福建队也有一个
胜场差。今年的季后赛竞争形势
异常激烈，目前在季后赛边缘的
球队都有机会，因此接下来每一
场比赛都至关重要。

巩晓彬缺席联席会被停赛一场

生病去打针

停赛实在冤

本报记者 叶嘉利

大敌当前，就在比赛开始前
三个小时，山东队内却突遭变故，
中国篮协作出了对巩晓彬停赛一
场的处罚，原因在于“主队教练员
巩晓彬未按联赛的相关规定参加
会议（赛前联席会），也未在规定
的时间内向联赛办公室提出书面
请假”。

何谓“赛前联席会”？据记者
了解，CBA联赛在很早之前就有
这个规定，每场比赛之前都要例
行召开赛前联席会，主教练和领
队必须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确
定双方的球员名单，以及篮协的
重要通知和对于比赛的安保、主
持人、DJ等具体要求。对于重点赛
事，篮协对于细节的要求和规定
也会更多，这就是联席会的主要
意义所在。

记者得知，主教练巩晓彬是
因为1月8日上午生病在医院打点
滴的缘故，所以才没能及时参加
联席会。另外球队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巩指导并不是没到，只是来
得比较晚。不过这些都不能更改
篮协的硬性规定，就算是生病打
针，篮协也不留情面。

不过随着联赛的发展，主教
练身边已经有了更多的助手和管
理人员，赛前联席会并不一定非
要主教练亲自出马才能搞定。此
前戈尔、李春江等球队教练都吃
过这个亏。于是本场比赛的场边
指挥变成了凯撒，不过比赛结束
后，巩晓彬还是带病出现在场边。

虽然巩晓彬没能临场指挥，
不过凯撒这个临时工当得不错，
对于布朗的防守相当到位，这也
是赛前训练所强调的，凯撒认为
球队在场上的执行力做得非常
好。赛后凯撒还表示，要把这场比
赛的胜利献给生病的巩指导，并
祝他早日康复。

季后赛形势

依旧不乐观

本报记者 刘伟

拿下新年第一场胜利，山东男
篮可以暂时止住颓势，不过季后赛
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目前山东队以11胜11负的战绩
位列积分榜第九，距离第八名福建
一个胜场，虽说差距不算大，但仔
细看看长长的竞争队伍名单，还是
忍不住让人捏着把汗，“目前，季后
赛形势还是有些复杂，除了联赛前
三的位置相对稳定外，有七到八支
球队，要竞争五个季后赛席位，我
们也在之内。”凯撒说，“联赛无弱
旅，接下来我们还是要为季后赛做
最大努力。”

事实上，算上9胜13负、目前势
头不错的江苏，联赛有9支球队在竞
争季后赛名额，最重要的是，这些
球队总共胜场差不过6场。这也意味
着，在之后同竞争对手的面对面
中，山东男篮要最大限度争取胜
利，才更有可能保留季后赛竞争资
格。对人手相对紧缺的山东男篮，
这些高强度赛事无疑将是巨大考
验。

本报记者 刘伟

杰 特 兑 现 了 自 己 的 诺
言，在发小面前，展示了一个
更出色的自己。布朗几乎是
闷着头走回板凳席的，坐下
来还爆了一句粗口，对一旁
队友递过来的衣服，他视而
不见。对联赛得分王来说，这
是一场憋屈的比赛，处处被
掣肘，场上寸步难行，全场得
分仅仅是自己场均得分的一
半多点。当布朗人仰马翻的
时候，杰特只是“冷漠”地瞄
了一眼，显然，在残酷的季后
赛争夺中，杰特放下了友情，
动真格的了。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东
莞主帅戈尔总结球队失利，
将关键因素指向了布朗，“大
家都知道，我们的进攻是围
绕布朗的挡拆进行的，布朗
突破造犯规，然后站在罚球
线上得分，是进攻的重要武
器，只不过今晚布朗获得的
罚球很有限，这是我们输球
的重要原因。”戈尔的发言显
然话里有话，一方面他把失
利 的 责 任 归 结 在 了 布 朗 身
上，另一方面，又在暗指裁判
的哨子有些问题，自己的王
牌受到了不公。

平心而论，在并不算职
业的CBA联赛，主队享受点
照顾，已经是不成文的规矩。
东莞输球，最主要的问题，其

实还是在于山东队对
布朗早就研究透了。
赛前的训练课上，凯
撒把战术布置的重
点放在死掐布朗上，
全队架起天罗地网，
就等布朗来闯。“球队
交 给 我 的 最 主 要 任
务，就是保持同布朗的
身体接触，最大限度地消
耗他，刚刚回归赛场，体能有
影响的情况下，我跟家晗做
得还不错。”赛后更衣室里，
睢冉表示。

在全队铜墙铁壁的伺候
下，布朗情绪甚至几度失控。
他甚至冲着裁判做出了点钱
的手势，并脱口而出：“多少
钱？”感觉到被羞辱的裁判直
接亮出技术犯规。而后，对山
东队整场都非常强硬的防守
又振振有词，险些制造摩擦，
不能很好地控制情绪，最终
让布朗吃了亏。

“我们对布朗的防守很
不错，他的得分在20分以下，
放在本赛季也算比较低的得
分了。”赛后凯撒表示。教练
组有针对性的战术布置，不
能不提幕后英雄杰特，正是
杰特把老朋友的技术特点悉
数告知球队，才最大程度地
限制了这杆洋枪的火力。而
回过头来，杰特在对手身上
得到 3 2分，攻守两端给自己

“发小”上了一课。

欲成大业，谈何兄弟

“发发小小”对对决决，，杰杰特特完完胜胜布布朗朗

本报记者 刘伟

在得知小丁当选全明星
首发之后，东莞媒体将自己
的国产王牌顾全拿出来做了
一下对比，他们认为，砍分能
力同小丁不相上下的顾全，
至少也能在南区全明星中谋
个替补。看完了比赛，小丁在
得分方面的确完胜了顾全，
彰显了全明星首发的实力，
然而虎头蛇尾的表现，还是
给这位希望之星提了个醒，

“他在身体和体能上还需要
再加强，下半场没有延续上
半场的强势表现挺可惜。”凯
撒直言。

双方首回合交锋，小丁
因伤作壁上观，这也是小丁
同顾全本赛季首次交手。作
为四年级生，顾全在三年的
沉淀后，本赛季迎来了收获
时刻，他以场均16分的得分，
坐稳了球队国内头号得分手
的宝座，本赛季同样迎来爆
发的小丁，在联赛得分榜上
稍稍领先。两位国产得分高
手，从比赛一开始就展开了
较量。

相比顾全投手的本色，

丁彦雨航有着更丰富的进攻
手段。趁着入选全明星的高
兴劲儿，小丁在泉城球迷面
前尽情展示了一把，首节比
赛，他里突外投，弹无虚发，
单节砍下14分，第二节，小伙
子依旧手感热得发烫，三分
线外如有神助，盖帽、快攻信
手拈来，仅仅半场过后，丁彦
雨航已经得到2 4分，将顾全
远远甩在了身后，这样的表
现，甚至盖过了球队老大杰
特。就在球迷们翘首以盼，期
待小丁在下半场继续神勇表
现，刷新个人得分新高的时
候，他突然哑火了。

整个下半场，小丁一分
未得，因为拼抢过于凶狠，他
甚至还抽筋了，说起这些，小
丁也有些遗憾，“体能还是有
些跟不上，下半场有些吃力，
还得继续加强。”为了帮助小
丁，凯撒也给他的队友们安
排了新任务，“小丁是球队最
有潜质的队员，他有着出色
的攻击能力，我相信只要他
在身体和体能上继续加强，
国 家 队 就 会 有 他 的 一 席 之
地，全队也会更努力地帮助
他。”

凯凯撒撒：：小小丁丁还还得得苦苦练练体体能能

杰特本场比赛表现不错。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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