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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竞技的最大魅力就
是不确定性，人员不确定，比
分不确定，战术不确定，结果
也不确定，这才算刺激。如果
出现了一成不变，不寻求任
何的变化，那么结果只有一
种，就是被淘汰。

NBA 雷霆和威斯布鲁
克便经历了这样的变化，所
以他们的胜率越来越高，在
西部的排名也是节节攀升。
去年 11 月份之前的威少，还
是全能战士，既是雷霆的爹，
又是雷霆的娘，可是球队战
绩并不好。威少这样的打法，
也让另外两个巨头安东尼和
保罗·乔治不开心，甚至一度
传出不和消息。好在威少最
终改变了自己的打法，减少
了三分线外浪投，把机会分
给把握性更高的安东尼和乔
治。威少更有杀伤性的打法，
也让亚当斯在内线得吃得
喝，场均命中率非常之高。

接下来 U23 亚洲杯即将
展开，里皮助手马达洛尼将
带领 U23 国足在主场征战。
这批参加 U23 比赛的球员，
很可能成为未来里皮帐下征
战 2019 年亚洲杯以及 2022
年世界杯的主力。不同于之
前的低调姿态，U23 很多球
员都在赛前表示球队的目标
就是冠军。这份自信，让外界
看到了新一代国足的朝气。

在足球当前大环境下，
国足已经到了必须要变的时
刻。目前从足协到国家队，对
U23 不断推出新政策，为的
就是国足的未来。希望这样
的变化，四年之后不要再成
泡影，让国人的期待一次次
落空。

有一位球星的变化，更
是非常引人关注，那就是金
球总统乔治·维阿。这位曾包
揽欧洲金球奖、世界足球先
生以及非洲足球先生的球
星，在退役之后步入政坛，并
且近期当选了利比里亚总
统。可是维阿的当选之路并
不顺利，就像他坎坷的足球
生涯一样。在第一次竞选失
败后，维阿开启自我升级之
路，到美国求学。最终功夫不
负有心人，维阿这次竞选胜
利，将展开解救国民的道路。

可是体育圈周围有种东
西，还是不要轻易变化，那就
是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
情，亦或是其他，都需要持之
以恒。就像詹姆斯是 NBA 第
一球星，可从来没有花边新
闻，他和妻子的爱情青梅竹
马并且相濡以沫。在两人高
中时代确立关系之后，詹姆
斯从未因为自己的身份变化
而在感情上有动摇。更让人
称道的是，纵然詹姆斯有如
此知名度，妻子还是低调无
比，几乎看不到她的新闻。

如今体育圈节奏更快
了，不管是足球还是篮球，越
来越多的比赛更加好看了。
精彩刺激的体育赛事，需要
不断的变化带给外界更多视
觉享受。 记者 李康培

如果没变化
怎叫体育圈

隔吹尽黄沙

看完山东高速输给四连败的福建队的比
赛，有些出离愤怒了。上一场“惨胜”北京之后，
我呼吁让凯撒下课；这场球输给弱旅，我就不
再重复自己的看法了。只是，看着凯撒那千篇

一律的换人、暂停与临场指挥，脑子
里浮现的是一篇中学生都
会 背 的 课 文 ：《 黔 之
驴》———

“黔无驴，有好事
者船载以入。至则无
可用，放之山下。虎
见之，庞然大物也，
以为神，蔽林间窥
之。稍出近之，慭
慭然，莫相知。

他日，驴一
鸣，虎大骇，远
遁；以为且噬
己 也 ，甚 恐 。
然往来视之，
觉无异能者；
益 习 其 声 ，

又近出前后，
终 不 敢 搏 。稍

近，益狎，荡倚冲
冒。驴不胜怒，蹄之。

虎因喜，计之曰：‘技止
此耳！’因跳踉大 ?断
其喉，尽其肉，乃去。”

是不是有点儿
令人绝望的神似？
不是说要把凯撒先
生比作“黔之驴”，
只是说他在技战
术的运用方面，
的确是有“黔之

驴”的气质。
山东队本赛季的

阵容让球迷十分振奋，
大家看到了联赛夺冠
的希望。但联赛打起来
的表现，山东队却是磕
磕绊绊、起起伏伏。目
前，媒体和球迷意见前
所未有的一致：球员阵
容没说的，问题出在教
练组。

上一场对北京，本
来领先的球第

四节差

点被翻了盘。为什么？因为球队战术缺乏
变化，用人少了灵活，根本没有临场的审
时度势。小丁和莫泰最后关键时刻罚球
四罚不中，太疲劳了，前面为什么不合理
安排上场时间呢？为球队拿下前四分的
吴轲，打了开场就再没上场机会了。现场
一位老球迷都看不下去了：“怎么谁打得
好换下谁呢？”全场比赛被对手投进 19
个三分球，命中率达到51%，充分说明临
场调度没有起码的针对性。

对弱旅福建队，又是输在了三分球
上。福建队投中24记三分，比北京队还多
5个，命中率也是51%。球迷哀叹，山东队
现在成了唐僧肉，谁都想咬两口。连球迷
都看出来了，上一场出场超过40分钟的
劳森累了，近期小丁状态起伏也比较大，
上一场拼下38分之后，也是以体力透支
为代价的。本场面对福建，一个志在季后
赛甚至夺冠的球队主帅，理应审时度势
调整战术打法，给更多球员打球的机会，
也给主力球员一点喘息的机会。可现实
是，比赛最后三分钟落后20分左右了，凯
撒还让小丁等主力阵容在场上。

现在的山东队在战术打法上必须有
所变化了，高速俱乐部和凯撒都不能作

“黔之驴”。
寻求变化才能丰富打法。目前这种

“一个套路吃天下”的打法，能走多远？山
东队作为板凳深度最深的球队之一，不
应该出现如此局面。俗话说，当今各行各
业，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你不变，就
要被淘汰。

寻求变化才能用好球员。把当家球
星每一场都累得死去活来，这样的比赛
能好看吗？库里这么强，但缺了他勇士队
的比赛照样能赢，首发缺一大半都行。靠
的就是战术打法丰富，谁上都有自己的
一套。山东队的张庆鹏、王汝恒、张春军、
贾诚等球员也都有自己的特点，完全可
以围绕他们设计一些技战术配合。

寻求变化才能预防突发事件。一旦
哪名核心球员遇到问题怎么办？平时不
锻炼各种搭配，事到临头懊悔迟。这一点
该跟波波维奇学一下，主力球星过于疲
劳、状态不好的时候，不妨让他休息一
场，磨刀不误砍柴工。

寻求变化才能备战季后赛。山东队
本赛季志在季后赛打出好成绩，季后赛
的强度远非常规赛可比，在常规赛里多
变化阵容，才能在季后赛拥有更强的适
应能力。联赛是个漫长的棋局，既要看眼
前，更要看长远。下一步看十步，才是高
手；看一着下一着，那不是个典型的臭棋

篓子吗？

CBA常规赛积分榜前十

排名 球队 场数 胜负 胜率

1 广厦 23 18/5 78 . 3%

2 辽宁 23 18/5 78 . 3%

3 江苏 23 17/6 73 . 9%

4 广东 23 17/6 73 . 9%

5 山东 23 16/7 69 . 6%

6 深圳 23 15/8 65 . 2%

7 新疆 23 14/9 60 . 9%

8 北京 23 14/9 60 . 9%

9 浙江 22 14/8 63 . 6%

10 北控 23 12/11 52 . 2%

记者 郭建政 摄

球队 主场战绩 客场战绩 场均失分

广厦 10胜2负 8胜3负 101 . 8

辽宁 9胜2负 9胜3负 97 . 5

江苏 8胜3负 9胜3负 102 . 8

广东 11胜1负 6胜5负 97 . 3

山东 11胜1负 5胜6负 105 . 8

积分榜前五主客场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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