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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援好实力强就是总冠军？

今年夏天刚刚加盟山东队36
岁的老将张庆鹏，在三场季前赛
比赛中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

首场比赛山东队106：87战胜
八一队，这场比赛张庆鹏出场32
分钟，得到7分、6个篮板、1次助
攻、2个抢断的数据，其中三分球4
投1中，此外还有3次失误。4投1中
的三分球，证明张庆鹏在进攻端
其实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

第二场山东大胜马布里领
军的北控队，这场比赛张庆鹏出
场30分钟，三分球7投4中，罚球2
投 2 中，全场贡献 16 分、5 个篮
板、5 次助攻、1 次抢断，而他的

失误竟然是零。
紧接着是第三场，山东 106：

99击败吉林的比赛中，张庆鹏的
出场时间接近19分钟，三分球4投
2中，罚球5投4中，全场贡献了12
分、2个抢断、1个助攻、1个篮板，
这一场他的失误仅有1次。

三场比赛张庆鹏场均得到12
分，这个数据甚至跟山东队的头
牌丁彦雨航(场均13分)不相上下。
当然小丁并不会在季前赛上火
力全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张
庆鹏这个老将表现出来的出色
状态让人惊讶。

综合

张庆鹏季前赛场均12分

新赛季，山东高速男篮迎来
“大换血”，不但引进了两名高水
平外援，还将张庆鹏、张春军、王
汝恒这三名经验丰富的老将招
致麾下，年轻的国手朱荣振也被
提拔到一队，新援个个名气不
俗，队伍整体兵强马壮，不少球
迷也期待山东队能够冲击一下
总冠军。

对此，主帅凯撒回应说：“我
们有自己的目标，希望取得好的
结果，但我们很清楚一点，我们
不是联赛中最强的球队，新赛季
队中新人比较多，我们需要先打
好开局再说。现在不想谈论具体
目标，不想给队员们带来太大压
力。”而对于即将到来的新赛季，
凯撒也坦言开局可能会比较困
难：“第一场比赛对手是山西汾
酒，这支队伍新赛季变化很大，

实力不容小觑，紧接着就是前往
北京打两场比赛，这两支队伍也
不会好打，因此接下来我们需要
更加努力才行，珍惜现在磨合的
时间。”

通过这三场季前赛来看，山
东队的确展现出比对手技高一
筹的实力，而且是在丁彦雨航没
太发挥的情况下。首战对八一，
丁彦雨航缺阵，次战北控小丁拿
到19分，末战吉林小丁出场时间
不多，只得到7分。尽管如此，山
东三战赢得依旧比较轻松，这得
益于其他本土球员的出色贡献。
当然，还需看到一点，山东队所
在的西昌赛区整体实力较弱，还
未来得及与新疆、辽宁、广东等
老牌劲旅过招，实力上限几何只
能等新赛季来检验了。

综合

凯撒：我们不是CBA强队

对于山东男篮两名外援劳
森和莫泰尤纳斯而言，虽然从
未打过CBA，但已经逐渐爱上
了这里，也慢慢适应了中国的
生活。对于他俩的加盟，主帅凯
撒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人能
力不错，而且各有特点，期待未
来能证明选择他俩是正确的！”

在谈到与球队的融合情
况时，劳森表示已经逐渐适应
了这支球队，“跟大家相处得
不错，跟队友的配合也越来越
好，我跟睢冉在美国就见过面
了，场下我俩也喜欢相互开个
玩笑。小丁给我留下的印象也
很深，他今年打过NBA夏季联
赛，通过练习也能看得出来，
他的水平相比其他人的确技
高一筹。”

另一位外援莫泰尤纳斯
透露，主帅凯撒是促成他加盟
山东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在
谈判初期就跟凯撒有过交流，
当时我俩交流很融洽，我是立
陶宛人，他是塞尔维亚人，我
们的篮球都属于东欧风格，在
体系和打法上有很多的相同
点，在一些认知上也有一定的
共识，他也非常熟悉我的打法
和特点，这能够使我更快地融
入球队中去。”

谈到对于这座城市的初步
印象时，两位外援均表示很喜
欢这座城市，“济南是个非常不
错的城市，在这座城市生活非
常享受，我们也必须要适应这
里的一切。希望新赛季能打出
好成绩来回馈球迷、回馈这座
城市。” 综合

劳森:
喜欢跟睢冉开玩笑

CBA季前赛，刚进入一队
的朱荣振延续了前两战的出
色表现，本场比赛拿到了13分，
三场比赛场均12 . 7分，赛后得
到了方方面面的好评。

朱荣振今年18岁，身高2米
17，是国青男篮的主力中锋。由
于具备很强的可塑性，他今夏
入选了国家男篮红队的集训
大名单。今年在天津举行的全
运会，朱荣振代表山东U18男
篮出战，拿到了银牌。全运会
结束后，他得以进入山东高速
男篮一队。

事实上，就目前来讲，朱
荣振除了身材高大之外，还真
没有能跟姚明相比的地方。

况且，季前赛只是热身
赛，各支球队都用来演练阵
容，主力球员也都收着劲儿，
不会在这种级别的比赛中使
出全力。因此，在这种类型的
比赛中，在这样的球队身上拿
到高分，不代表朱荣振已经很
厉害了。

据《山东商报》

季前赛不是常规赛
朱荣振依然要努力

新疆男篮官方发布公告
称，外援布拉切在出战亚冠杯
时大腿肌肉轻微拉伤，俱乐部
已经同意了布拉切回美国疗
伤的申请，并挑选肖恩·朗作
为新赛季注册球员，出战新赛
季比赛。而肖恩·朗是否将出
战整个赛季将视布拉切的恢
复情况而定。

肖恩·朗1993年1月29日出
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身高
2 . 08 米，体重 116 公斤，司职大
前锋。NBA2016-2017 赛季常规
赛他代表76人出战18场，场均上
场13分钟，得到8 . 2分和4 . 7个篮
板。2017年6月29日—9月27日，肖
恩·朗被交易至休斯敦火箭队，
曾和周琦成为短暂队友，并一
起参加NBA夏季联赛。

新疆男篮表示，待布拉切
康复治疗训练结束，并确保能
够适应CBA高强度比赛的体
能储备和竞技状态需求，俱乐
部再决定是否和肖恩·朗延续
其工作合同。 综合

吴庆龙出任
深圳男篮新帅

近日，深圳新世纪篮球俱
乐部宣布聘请吴庆龙为新任
主帅，征战新赛季CBA联赛。

上个月，深圳队参加在澳
门举办的一项邀请赛，与日本
琉球黄金帝王队比赛时因不
满裁判判罚，在第四节退出比
赛，比赛被迫终止。中国篮协
为此作出处罚：深圳队被通报
批评，取消新赛季参加中国篮
协和CBA的有关奖项评选资
格一年；停止深圳队主教练王
建军执教CBA一个赛季，禁赛
时间为2017年9月22日至2018年
5月1日。

深圳新世纪俱乐部经慎
重考虑，决定聘吴庆龙为主
帅。吴庆龙从上赛季起就在深
圳队担任顾问，他曾任辽宁、
山西、福建等CBA球队的主教
练，还曾出任国奥男篮主教
练。吴庆龙现已率队出战 CBA
季前赛。 综合

四川赞助商加码
夺冠奖金一千万

11日，四川金强蓝鲸篮球
俱乐部2017-2018赛季新闻发
布会在成都温江举行。在发布
会上四川队冠名赞助商品胜
股份表示，球队本赛季打入前
八将提供百万奖金嘉奖，获得
总冠军则嘉奖1000万。

品胜股份董事长赵国成
表示，“品胜在此郑重承诺，在
新的赛季，球队如进入前八，
品胜将提供奖金100万元，获得
总冠军的难度太大了，应该加
码，如取得冠军，再奖励 1000
万元。”他还风趣地补充道：

“括号，长期有效！”这引起现
场与会人员的掌声和笑声。

赵国成回顾一路走来的
历程：“在上一赛季，也是品胜
冠名球队后的第一个赛季，即
使在阵容发生较大变化的情
况下仍然取得了第七名的好
成绩。我们和球迷都倍受鼓
舞。我们相信，2017至2018对于
球队来说，是向着更伟大征途
进发的全新赛季。” 综合

新疆男篮换外援
布拉切返美治疗

隔记者 李康培

山东男篮季前赛三场全胜，
而且都是压倒性优势。原本劳森
和莫泰尤纳斯的加盟以及丁彦
雨航的回归，已经让山东男篮成
为外界口中的新赛季黑马。这一
下，对于山东男篮新赛季夺冠的
呼声更是高涨起来。

可是，球员实力强，两位外
援有能力就代表总冠军吗？答案
显然是否定的。

比如新疆男篮这些年来，各
种大牌外援纷至沓来，从NBA状
元郎马丁到后来的昆西·杜比，
哪一个都是具有响当当的名头。
国内球员从巴特尔时代到唐正
东、张庆鹏，都没有将新疆男篮
带到最高领奖台上。直到上赛
季，新疆男篮三军用命才夺得队
史第一个总冠军。如果有好外援
就能夺冠，那么新疆男篮早就建
立王朝霸业了。

就从山东男篮自身而言，其
实上赛季找来的外援也不差。诺
里斯·科尔曾是热火夺冠的成
员，是詹姆斯的左膀右臂。为了
得到这位当打之年的控卫，山东
男篮去年也是花费了巨额美金。
汤普森也曾是NBA国王队的先
发大前锋，是考辛斯的内线搭
档。按说这样的外援组合，在
CBA也绝对称得上顶尖。然而伤
病以及个人心态问题，科尔还没
适应CBA就要打道回府了。外界
口中的五百万先生，就这样在中

国篮球圈匆匆消失。
对于新赛季的两位外援劳

森和莫泰尤纳斯，实力自不必
说，都是NBA当打之年的球员。
从最近季前赛的表现来看，劳森
也是一位团队性球员，喜欢分享
球权，对核心丁彦雨航也提供了
足够火力。莫泰尤纳斯作为欧洲
内线，还有些不适应。等到新赛
季开始后，两位外援能够有什么
样的发挥，确实需要等等看。

此外，一支球队要想夺冠，

就得保持足够的完整性和稳定
性。上赛季，山东男篮出现严重
的人员危机，严重影响了球队最
终战绩，还好在最后一轮惊险上
岸。球员伤病、篮协的处罚，这些
因素给球队带来很大困扰，近1/
3的比赛都是单外援出战。

从阵容实力上来说，山东男
篮毫无疑问非常强大。除了两位
外援外，张春军、王汝恒、张庆鹏
的加盟对山东男篮是很好的补
充。从青年队上来的朱荣振更是

在季前赛中表现抢眼，场场得分
上双。所以新赛季，山东男篮一
定要避免伤病，争取在常规赛打
出更靠前的名次，这样在季后赛
中才能更好发挥。

CBA新赛季转眼就要开始，
目前山东男篮正在基地进行封
闭训练，每天都是全员到位。都
说这批球员是山东男篮的黄金
一代，应该可以在成绩上更进一
步。如今机会就摆在这里，就看
山东男篮上下的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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