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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周连续面对广
东、四川、新疆，对山东男篮
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除了
很多客观因素外，山东男篮
本身也存在隐患，如不及时
处理恐怕会影响球队新赛
季未来状态。

首先是这将近两周的
休赛期，因为国家队备战任
务，所以 CBA 停赛。在此之
前，山东男篮接连在主场战
胜了深圳男篮以及广州男
篮，球队的状态非常好。经
历了前面几场的磨合后，球
队重新找到赢球所需要的
状态。

特别是在防守端，球队
对于球员的使用，以及上场
队员的防守专注程度都已
经形成体系。根据数据统
计，山东男篮是前面 9 轮整
个 CBA 的抢断王。

可是如此长的休赛期，
可能会将之前的状态打断。
防守体系的搭建是需要时
间的，也是需要持续比赛的
刺激。如今一开赛就要面对
广东这样的强队，山东男篮
还能否找到之前的防守状
态，这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
问号。

另外一个需要山东男
篮注意的就是丁彦雨航的
体能储备。本赛季前 9 轮比
赛，小丁并没有出现体能危
机，即使在第四节他也可以
满血出战。在国家队比赛期
间，小丁的两场比赛出场时
间都很多。

尤其是在与韩国的比
赛中，丁彦雨航的身体消耗
非常大，全场得到 30 分，成
为中国男篮取胜的大功臣。
如何调整小丁的状态，让他
在与广东比赛中发挥出色，
这也将考验着山东男篮教
练组。

此外，山东男篮要面对
的广东男篮和四川男篮，没
有球员参加国家队备战，球
队全体都在一起训练。除了
体能占优外，球队的磨合也
是一大优势。相比之下，山
东男篮训练一直是在没有
小丁的状态下进行，外援劳
森和莫泰也不是一直都在
球队。

每个赛季山东男篮都
要面临各种外界问题的困
扰，比如伤病以及禁赛等。
希望这次休赛期不要影响
到山东男篮的整体状态。面
对本赛季的强队，山东男篮
输给了辽宁。这次主场面对
广东，山东男篮需要真正施
展出全力，争取在主场证明
自己。

据了解，本赛季山东男
篮主场与广东男篮的主场
球票已经非常紧张。每个赛
季除了与北京的比赛之外，
就数与广东的比赛受欢迎。
上赛季山东男篮主场大胜
广东，丁彦雨航得到 43 分。
这一战，希望山东男篮全队
特别是丁彦雨航都能有上
佳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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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CBA第二阶段的比赛即将开始，未来一周山东男篮将先在
主场迎来广东男篮的挑战。之后，球队将客场连续挑战四川

男篮和新疆男篮。从对手实力来看，三场可谓都
是硬仗。前9场比赛表现出色的山东男篮，不知
接下来能否经受住考验？

广东可能更换外援
在 CBA 积分榜上，广东

以 7 胜 2 负的成绩与山东男
篮并列。在联赛开局阶段，广
东男篮一度取得 6 连胜的傲
人战绩，其中的对手还包括
了新疆、上海这样的强队。不
过在此之后，广东男篮遭遇
连败，输给了广厦和江苏。而
且这两场输球的差距也很
大，输给广厦几乎 30 分，输给
江苏则是被绝杀。好在第 9

轮，广东调整状态赢下同曦。
目前在广东男篮阵中，两

位外援杰克逊和尼克尔森并不
是刷分机器。小外援杰克逊身
高1 . 9米，场均可以贡献17 . 2分、
4个篮板以及4次助攻，这样的
数据在CBA小外援中并不出
彩。近日有消息称，广东男篮有

意对其进行更换。
据悉，曾效力于76人的托

尼·罗腾进入广东男篮选人视
野。罗腾出生于1 9 9 3年，身高
1 . 98米，是2012年选秀第一轮第
25位，有着出色的身体素质。罗
腾最辉煌的数据出现在2013年，
当时效力7 6人队的他顶替卡
特·威廉姆斯成为球队首发，全
场得到18分、10个篮板以及11次
助攻，成为NBA有三双数据统
计以来第一位在职业生涯首次
首发就能拿到三双的球员。此
外在2014年11月，罗腾拿到了职
业生涯新高的31分。不过之后
的罗腾就开始了流浪生涯，辗
转效力灰熊、尼克斯等队，甚至
还被下放至发展联盟。如果试
训成功，不排除在对阵山东男
篮的这场比赛中罗腾会代表广
东出战。

此外，之前一直饱受伤病
困扰的赵睿有望在本场比赛复
出。本赛季赵睿状态十分出色，
在他参加的前五场比赛中场均
能得到14 . 4分和4 . 8次助攻，已
经成为广东男篮重要一员。作
为一名年轻球员，赵睿已经和
周鹏、易建联组成了广东男篮
的本土三巨头。

上赛季在两支球队的交锋
中各自在主场取胜，如今再度
相逢也是 CBA 一场焦点战役。
特别是对于丁彦雨航和易建联
而言，作为目前本土最好的两
位球员，他们的表现对球队的
胜负至关重要。

四川主场求胜不易
四川男篮作为曾经的总冠

军球队，本赛季起初的表现并
不理想。联赛前六轮四川男篮
全败，让外界大跌眼镜。在第七
轮好不容易赢下全华班八一男
篮之后，四川男篮才品尝到胜
利滋味。

本赛季四川男篮战绩不佳
的重要原因是哈达迪状态下
滑。作为曾经的亚洲第一中锋，
哈达迪在CBA早已证明自己，
并为四川男篮带来总冠军奖
杯。本赛季，哈达迪的场均得分
从上赛季的25 . 2分骤降至15 . 6
分，场均罚球次数也从10 . 5个降
至6 . 2个。这些数据充分证明哈
达迪的篮下统治力已经大不
如前。而且在面对新疆、上海
这样的防守强队时，哈达迪

的场均得分勉强超过10分，没
有给球队提供足够的支援。

不过四川男篮及时针对球
队存在的问题进行整顿，并邀
请到了前伊朗男篮主帅特罗曼
来辅佐杨学增。四川男篮在公
告中写道：为提升球队整体作
战实力，充实教练组力量，丰富
球队技战术特点。俱乐部特聘
请塞尔维亚籍名帅莱克·特罗
曼先生为俱乐部男篮助理教
练，协助主教练杨学增工作，负
责球队的防守和技战术工作。
特罗曼执教经验丰富，先后担
任前南斯拉夫国家男篮助理教
练和伊朗国家队主教练，获得
两届欧锦赛冠军，一届亚洲锦
标赛冠军。2009-2011年担任菲
律宾主教练获得武汉亚锦赛前
四，随后相继担任约旦国家队
和巴林麦纳麦队以及CBA天津

队主教练。
四川男篮的调整收到了奇

效，在接下来主场面对广厦男
篮的比赛中，他们取得了胜利。
能在广厦这样的强队身上取
胜，四川男篮主场韧劲十足。

因此这次对山东男篮而
言，想要在四川男篮取胜难度
非常之大。除了客场长途跋涉
之苦，四川的主场氛围也是非
常热烈，任何客队都能感受到
当地球迷的疯狂。

此外本场比赛对张春军、
王汝恒、贾诚而言是面对旧主。
四川男篮阵中的徐煜峰、陈晓
东则是从山东走出去的球员。

山东从未客胜新疆
新疆男篮赛季初期经历了

外援之苦。因为布拉切的身体原
因，新疆男篮紧急签下了肖恩·
朗作为球队大外援出战新赛季
CBA。肖恩·朗身高2 . 08米，体重
116公斤，司职大前锋，上赛季曾
代表76人队出战，场均上场13分
钟，得到8 . 2分和4 . 7个篮板。

应该说肖恩·朗实力是有
的，可总是无法真正帮助球队，
成为球队核心。CBA这段期间，
肖恩·朗场均12 . 7分和6 . 3个篮
板。在布拉切回归之后，肖恩·朗
就再也没有机会出场了，最终只
得选择离开。

在布拉切回归之后，两场

比赛他都贡献了至少20+10的数
据。应该说布拉切和亚当斯的
组合是目前CBA最强的外援组
合，是很多球队难以限制的进
攻点。

本赛季尽管缺少了周琦，
但是新疆男篮并没有因此低沉
下去，依然在攻防两端表现出
色。在布拉切回归之后，新疆男
篮将组成最强阵容，开始迎接
一场场挑战。除了两位外援的
发挥外，西热力江、李根、阿不
都沙拉木、可兰白克等球员都
有着不俗的实力。从整体而言，
新疆男篮依然是本赛季冠军的
有力争夺者。

上赛季常规赛，山东男篮
两战皆不敌新疆男篮，特别是

在客场比赛中输得很惨。不过
在季后赛交锋中，山东男篮首
场就给了新疆一个下马威，95:
78战胜对手，送给新疆赛季最
低得分。不过最终技高一筹的
新疆男篮还是笑到最后。

山东男篮历史上还从未在
新疆男篮主场获胜，即使在三
外援时代也没有做到。之前在
比斯利的带领下，山东男篮在
客场战胜了广东，上赛季在主
场也战胜了广东，如今就剩下
新疆主场这个魔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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