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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时间 1月 7日，
2014-2015赛季CBA常规赛第29轮，
广东队在主场迎战新疆队。易建联
砍下 26分 21篮板，朱芳雨贡献 2 8

分，最终广东以 111：94战胜新疆，
成功复仇的同时也取得 1 8 连胜，
超过辽宁队此前创造的 1 7 连胜，
已经是本赛季最长连胜纪录。

广东和新疆在历史上共交手47

次，广东队以35胜12负处于上风。本
赛季的首次交锋中，广东队在客场
不敌新疆队。

比赛开局两队打得难分难解，
比分交替增加，首节结束广东28：26

新疆。次节，新疆加大防守力度，布
莱切发飙率全队打出一波18：8的攻
势后拉开分差至 8分。广东这边三
分手感全无，半场仅命中1个，上半
场结束广东48：52新疆。

下半场比赛，新疆队第三节后
半段攻防两端出现混乱，命中率也
开始下降，广东趁势将比分反超，三
节结束广东78：74新疆。末节，朱芳
雨宝刀未老连续飙中两记三分，广
东打出一波14：4的攻势将分差拉
开到14分。新疆攻势渐疲，广东这
边则连续得分，最终新疆彻底失
去反击之力，客场输掉了比赛。

本场比赛朱芳雨出战37分钟砍
下28分，其中三分球9投5中，宝刀
仍旧不老。在第四节伊始广东处于4

分微弱领先优势时，正是朱芳雨连
飙两记三分掀起一波10：0小高潮拉
开分差，从而奠定了比赛胜局。

易建联在赛季首战新疆队时，
只得到17分 5篮板，被布莱切完爆
的同时球队也含恨输球。本场比
赛，易建联越战越勇，出战 42分钟
砍下 26分 21个篮板外加 3次助攻，
在与布莱切的几次对位中与其平分
秋色。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易建联
CBA职业生涯中第六次拿下双20的
数据，也是本赛季迄今为止，第一个
砍下双20的国内球员。本赛季，易建
联场均能够贡献27 . 3分和9 . 8个篮
板，投篮命中率高达60%，而且三分
球命中率也高达47 . 1%。 (新体)

5年前被姚明抛弃，如今李秋平东山再起

遇遇见见青青岛岛，，
是是最最美美的的意意外外

广东胜新疆

豪取18连胜

鲍比·布朗64分10助攻

CBA20年从没见过

新华社沈阳1月7日体育专电
(张逸飞 李铮) 一人独得64分，10

次 助 攻 ，3 个 篮 板 ，2 个 抢 断 ，在
CBA20年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在得
到60分的同时还能送出10次助攻，
可惜6人得分上双的辽宁队还是在
主场以124：117战胜了东莞队。

面对全联盟第一的辽宁队，布
朗打起了12分精神。在郭艾伦全场
的紧逼之下，依然保持着两分球17

投10中、三分球20投11中、罚篮11罚
全中的高效率，全场比赛拿下惊人
的64分，占东莞队全队得分的一半
以上。可国内球员不给力让布朗的
超级表现付诸东流。上轮面对新疆
合力贡献11记三分球的顾全和赵捷
本场比赛只投进了3个远投。

而辽宁队国内球员的发挥就出
色很多。赵晓旭全场抢得20个篮板，
其中前场篮板就有10个，比东莞全
队的前场篮板还多1个，不愧“国产
魔兽”的绰号。除此之外，这名刚刚
落选全明星首发大前锋的辽宁小伙
还得到了12分和3个盖帽。

汤普森也对自己本场的表现满
意，出场不到27分钟便得到27分6个
篮板。更重要的是他与核心球员哈
德森的配合愈发默契，两人多次配
合打出快攻好戏。

除了给汤普森当“保姆”，哈德
森自己发挥也很不错，38分、13个篮
板、10个助攻的三双全面数据似乎
在告诉对面的布朗，外援应该如何
带领自己的球队走向胜利。

本轮过后，双双取胜的辽宁和
广东进一步将其他球队甩开。相差
仅一个胜场的两队将迎来直接对
话，这场比赛的结果很有可能决定
最终常规赛的排名。

至今，李秋平仍不愿多提及
姚老板购买球队后，自己下课的
那段往事。本赛季首度交手，李秋
平重回上海，师徒相逢一笑泯恩
仇。孰是孰非或许已经不再重要，
因为如今的CBA，竞争之残酷，
超越了当年。

新赛季开始之初，因为同姚
明在一份养老合同中未能达成一
致，与姚明同时代的上海男篮的
老队长刘炜，选择了在职业生涯
暮年远走新疆。作为上海队元老，
却不能从一而终，这让刘炜和上
海球迷非常伤心。如今上海队战
绩不佳，源深体育中心经常会响
起“还我刘炜”的呐喊声。

然而感情归感情，生意归生
意，这一点，浸淫NBA多年的姚
明再清楚不过。

不光是李秋平、刘炜，身为中
国篮球教父，因为战绩不佳，蒋兴
权也是在几乎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被俱乐部“下课”的。巧合的是，老
蒋和刘铁下课，正好发生在巩

晓彬“下课疑云”的当天。
在佛山队教练更换之后的几

天内，更多的消息显示，佛山主场
输给八一，成为蒋兴权下课的导
火索，弟子刘铁甘愿同恩师共进
退。而正是那场比赛，佛山基本上
同季后赛无缘。

在老蒋两个赛季的调教下，
佛山队本赛季战绩为俱乐部成立
以来最佳，然而迟迟无缘季后赛，
还是消磨掉了高层对老帅的
最后一点耐心。

人情味愈加淡
薄，只有战绩能
说明一切，CBA
竞 争 的 残 酷
性，在本赛季
已经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
程度。

外界普遍认为，青岛队本赛
季的成功，同李秋平对哈达迪的
激活密不可分。事实上，早在入主
青岛之初，李秋平对伊朗人的使
用，便有一整套详细的方案，但表
现得很低调，赛季前，俱乐部目标
仅仅定位在联赛前十三名。

“亚洲外援里，威力最大的就
是哈达迪，其他亚洲外援对我们
都不合适。青岛队本来五号位就
没人，四号位又差，内线是最关键
的点，你找欧美的大老外，只能解
决一个，没替换。找个哈达迪，再
找个欧美的，我能有替换，一举两
得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找哈达
迪，跟其他队情况不一样，这不光
是钱的问题。”李秋平坦言。

哈达迪到来后，在激活伊朗
人方面上，小诸葛很见功力。“上
赛季在四川，哈达迪更多被用来
死打篮下，这不是他的风格，时间
久了，他肯定不会开心。”李秋平
表示，“其实哈达迪不只有篮下，
他还能传球，会策应。需要他在篮

下的时候，让他去篮下，还得让他
把策应发挥出来，这样打，他自己
才开心。”

人无完人，针对哈达迪的懒
惰，小诸葛也能忍，“他可能是懒
一点，要是他勤奋，早就留NBA
了，不会在这里。哈达迪懒，一个
原因是累，比如打北京，对手防守
比较凶悍，身体每次都顶你。再一
个，有时候他防守是会消极一
点，他也看情况，关键时刻
他也会拼命扑出去的。像
王治郅一样，能省点劲就
省点劲吧。”

高速男篮引援之初，
拉杜被设定的模板，几乎
同哈达迪如出一辙，同样
是能传球的大个子，然而
这桩联姻令人失望。如果
说高速男篮同青岛比少了一个
哈里斯，但球队国产中锋的底子，
则要远胜青岛。从李秋平身上，拉
杜这个失败的个例，仍旧值得高
速男篮俱乐部和教练组深思。

在淡出CBA的五年当中，李
秋平没闲着。

他在NBA出任过小牛队总
经理助理，目睹了小牛2011年夺
得队史首冠。2013年，李秋平篮球
学校落户山东海阳，作为半个山
东人，小诸葛尝试在后备人才培
养上做点文章。上赛季，CBA新军
四川有意签约李秋平，但双方最
终未能联手。

甘愿来青岛二次创业，除了
青岛队的诚意和自己的篮球学
校，李秋平坦言，“和当年带上海
队不一样，现在的我已经没有那
么大的压力了，只是因为喜欢才
回来。”

2008年姚明收购了上海男
篮，目标是要把上海队打造成为
百年老店，在姚老板的新思路下，
俱乐部主帅人选，更倾向于洋帅，
向NBA先进的体制靠拢，赛季开

始前，李秋平
下课。

2 0 1 4 年，
高速集团入主
山东男篮，致力
于 打 造 体 育 产
业，向恒大模式看
齐，三年内力争夺冠。
俱乐部总经理李志科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三年内夺
不了冠，我跟主教练可能都会下
课。”

如今看来，初次涉入职业体
育的高速集团，对CBA的认知还
是过于乐观了。就如同姚老板介
入上海男篮的这几年，在NBA

“西学”体例的引导下，也没见得
在CBA创出多大名堂一样。反倒
是高调的目标，给球迷以过高的
期许，产生心理落差，也给俱乐部
和主帅巨大的压力。

“因为喜欢归来”

“被激活的巨人”

成绩面前，感情靠边站

本报记者 刘伟 1月7日发自青岛

李秋平又回来了，
在一个崭新的城市，带领昔日弱

旅青岛，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
再一次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如同当年在

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岁月。
时光拨回到2009年，李秋平却经历了执教

生涯的最低谷。连续执教上海14个赛季后，球队
由世纪之初的高峰跌入谷底。2009年11月，还在
NBA打球的姚明买下上海队后不久，做的第一
件大事，就是裁掉恩师李秋平。当年的上海
滩上演了一出师徒反目的苦情戏。

如今的青岛，基本锁定季后赛，
李秋平与青岛的情缘，正处在

蜜月期中。

李秋平和姚明一起创
造了上海篮球的辉煌，业内称
之为“姚明恩师”。

李秋平曾在达拉斯小
牛队担任总经理助理，照片中
间的人是小牛队老板库班。

李秋平身边的巨人，已
经从姚明变成了哈达迪。

▲李秋平在山东海阳也
有了自己的篮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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