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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男篮官方宣布更换
小外援，“老熟人”唐纳德·斯
隆第三次成为华南虎一员。
广东队官方在社交媒体上写
道，“俱乐部已与唐纳德·斯
隆完成签约，他将代表广东
队征战季后赛。斯隆目前正
在准备签证事宜，并即将和
球队会合。”

因为小外援不给力，这
是广东队本赛季第3次更换外
援。常规赛打完后，广东队有
超过一个月的准备期，所以
球队再次启动更换外援程
序。为了不影响磨合，华南虎
选择了老熟人斯隆。

斯隆是2012-2013赛季广
东队夺冠的功臣，那年他也
是在季后赛开打前火线加
盟。上赛季是斯隆第2次为广
东队效力，在所打的49场比赛
中，场均出场37 . 0分钟，拿下
23 . 5分、5 . 3个篮板、6 . 5次助攻
以及1 . 4次抢断。

本赛季常规赛，广东队
以28胜10负排在积分榜第三。
根据赛程安排，广东队 1/4 决
赛将对阵新疆队。 综合

广东更换外援
熟人斯隆回归

独行侠等球队
有意签约胡金秋

广厦男篮年仅 20 岁的内
线胡金秋本赛季发挥出色，他
的表现引起了亚篮网的关注。
亚篮网撰文评价道，胡金秋已
经成为了 CBA 的招牌球星，
攻防兼备的他在未来很有可
能被 NBA 球队选中。

胡金秋如今已经和易建
联、丁彦雨航一道成为了本赛
季 CBA 常规赛最有价值球
员的有力争夺者，本赛季他
场均可以得到 19 分，并贡献
将近 10 个篮板。而且胡金秋
比易建联和丁彦雨航要年
轻，他未来很有可能成为一
名 NBA 球员。

NBA 已经有球队注意到
了胡金秋，这其中就包括达拉
斯独行侠、明尼苏达森林狼、
密尔沃基雄鹿和纽约尼克斯
队，这些球队都对他感兴趣。

综合

易建联前经纪人
遭遇车祸去世

2 月 26 日，美国媒体报
道称，NBA 金牌经纪人丹·费
根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市的
高速上遭遇车祸意外去世。

费根车祸的原因是他驾
驶的SUV在高速上被大巴车
撞上，当时他车里还有一位29
岁女性和他5岁的儿子，两人
都身受重伤。据了解，当时费
根是准备变线，而大巴车没
能及时避开，侧面撞上了费
根的车。

56 岁的费根在 NBA 颇
有人脉，在 2016 年曾被《福布
斯》评选为美国体育界最有
权势的经纪人之一，他服务
过的客户包括德怀特·霍华
德、约翰·沃尔、德马库斯·考
辛斯、内内、卢比奥等人。易
建联在 2007 年进入 NBA 打
球的时候，也是选择了费根
作为经纪人。 综合

23 日晚，中国男篮不敌新
西兰，在家门口尝到失利的滋
味。虽然球队输球，但是易建联
的表现是顶尖的。就像很多球
迷说的那样，易建联是唯一不
能被黑的球员。

因为伤病以及赴美训练等
原因，易建联在这场与新西兰
队的比赛之前，已经 557 天没有
为国出战。这次备战预选赛，又
是在 CBA 季后赛开打之前，所
以易建联选择复出。赛前接受
采访时也表示，因为缺席了很
多比赛以及磨合时间，所以他
会多看一些录像，了解队友的
特点。

等到比赛正式开始后，易
建联不但没有和球员脱节，而
且直接就是带领全队，到最后
孤掌难鸣，真的带不动了。全场
比赛易建联得到了37分、6个篮
板以及 2 次盖帽，一人得分就
超过了全队一半。

除了得分以外，比赛中的
易建联不管是挡拆还是防守都
是全力以赴，导致体能消耗巨
大，影响了下半场的命中率。特
别是有一次在面对新西兰的反
击时，蓝队五名球员居然只有
易建联在追赶对方小后卫。好
在在易建联的追防下，新西兰
后卫上篮不中。看到这样的场
景，国内某篮球直播平台解说
直接表示：“如果这样的事情还
需要易建联去做，就有些说不
过去了。易建联这一次回追，至
少要少打两分钟，这对他的体
能是考验。”

正如这位解说所言，这场
与新西兰的比赛，易建联完全
是球队晴雨表。易建联发挥好，
球队还看不出问题来。可等到
下半场易建联体能下降，中国
男篮得分点少的问题就暴露出
来了。全场比赛，除了易建联外
只有周鹏得到 17 分，其他球员
的得分最高的只有 6 分。

全场比赛，易建联几乎没
有得到休息的时间，一直全力
以赴为球队出力。相比之下，球
队的后卫线非常脆弱，这也让
赛后易建联在球员通道里说出

“我们连个后卫都没有”这样的
无奈之语。不过这番言论在网
上引发热议，许多网友纷纷点
赞，认为易建联有资格这样说。

此外，作为球队的第三得
分点的李根发挥同样不够理
想，没能在进攻端给予球队足
够支援。全场比赛，李根只得到
5 分、3 个篮板，和联赛中状态
判若两人。本赛季在新疆男篮，
李根场均能得到 14 . 8 分，而且
场均可以命中 2 . 2 个三分球。这
一得分数据，是李根加盟新疆
三年来的最高值。

根据目前中国男篮蓝队的
人员配置，李根绝对是作为重
要火力点来配置的。可是在易
建联独木难支，其他球员纷纷
哑火的情况下，李根没有及时
挺身而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
实力。 记者 李康培

杜锋国家队战术
就是累死易建联

隔记者 李康培

近期山东男篮因为劳森不
归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已经成为
CBA的最大焦点。对山东男篮而
言，劳森不归已经严重影响了球
队备战，有些战术演练无法进
行。更为重要的是，劳森至今也
没有明确表达是否回归。现在季
后赛已经迫在眉睫，山东男篮也
只得进行两手准备。

面对着不愿回归的外援，山
东男篮一点招都没有，只是想等
到劳森回归的一天。其实不管劳
森回归与否，这次事件对山东男
篮的士气都是一种打击。常规赛
一直表现兢兢业业的劳森，为何
突然不愿意归队，其中的原因外
界也不得而知。

如果劳森回归，还能否像
常规赛那样卖力。如果劳森不
回，山东男篮被迫更换外援，谁
又能成为救火外援，迅速融入
球队？在季后赛这样的较量中，

任何一个细节的失误都会被无
限放大。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从常规
赛结束到季后赛开始，有长达一
个月的空窗期。虽然队员们能得
到休整，但是也容易导致状态下
降，不利于季后赛备战。江苏男
篮的布鲁克斯有着“小科比”的
外号，得分能力绝对不能轻视。
本赛季江苏男篮打得非常有整
体性，欧洲教头贝西诺维奇让很
多球员找到了自身实力，球队的
替补席实力有了很大增强。

山东男篮在实力上并没有
绝对优势战胜江苏，需要队员们
不遗余力，把每一场比赛当做决
赛来打，才能实现晋级的目标。
其实对于本赛季 CBA 季后赛交
手而言，谁击败谁都难以称得上
是爆冷。不能简单因为常规赛山
东男篮两次赢下江苏男篮，就简
单认为山东实力一定在江苏之
上。何况在山东男篮有些挑对手
意味的选择对阵江苏男篮后，后

者肯定憋足了一口气要证明自
己，谁赢谁输真的不好说。

此外，至于山东男篮外援签
约罗斯一事更是无中生有。不管
是从技术特点还是球队需要来
看，罗斯都不大适合山东男篮。
目前山东男篮的核心是丁彦雨
航，球队的进攻火力主要集中在
他身上。在主帅凯撒的战术中，
丁彦雨航的位置是要比外援还
要高的。劳森和莫泰尤纳斯都是
基本不占据球权的外援，他们也
愿意为小丁当绿叶。

罗斯的打法非常有侵略性，
而且需要大量的持球进攻时间。
尽管这些年因为伤病问题，罗斯
的突破和爆发力已经大不如从
前，但是在骨子里有些战术打法
是不会改变的。试想一下，反击
中罗斯肯定会在CBA中直杀篮
下，不会轻易传给身边的队友。
当然，罗斯也有这个实力完成单
打，但和目前的山东男篮有些不
搭调。

马丁利用春节假期

得到FIBA澄清信

2011年，彼时NBA正逢停摆
期间，很多大牌外援涌入到CBA
联赛淘金。这其中就有马丁、钱
德勒和JR·史密斯等球迷熟悉的
NBA球员。当年篮协也算是未雨
绸缪，为了防止NBA开工以后这
些外援随意“逃跑”，时任篮管中
心书记刘晓农特地和FIBA以及
NBA方面沟通，希望三方合力堵
住这个“口子”。三方最终达成共
识，任何一个CBA外援要想从中
国离开加盟NBA必须要获得
FIBA澄清信，否则NBA就不会
承认他自由人的身份。中国篮协
手中有这个紧箍咒，才能有效的
控制住这一个个“孙猴子”。

2012 年的年初，CBA 费尽
心力获得的紧箍咒，瞬间就被
FIBA 踩碎了。新疆外援马丁轻
松绕过中国篮协，在 FIBA 获得
了澄清信。

按照规定，FIBA 为 CBA 外

援开具澄清信，必须要先将澄清
信发给中国篮协，得到肯定答复
之后才能给相应的球员开澄清
信。马丁当年能获得澄清信是钻
了春节假期的空子，他巧妙的选
择申请时间，导致FIBA发给中
国篮协澄清信恰好是在春节7天
假期。按照FIBA的规定，如果中
国篮协超过7日没有回复，澄清
信就被视为自动无效。

马丁的这封澄清信耍了个
心眼，巧妙的绕过了中国篮协。
拿到澄清信的马丁自然是获得
了自由身，可以随意和NBA球队
签约。

此事之后，中国篮协非常意
外FIBA的做法，也提出抗议，但
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钱德勒提前离开CBA

中国篮协不知情

马丁事件发生之后，钱
德勒和 JR·史密斯这些同样
处境的 NBA 外援坐不住
了，他们看到了尽快重返

美国的曙光。
篮协虽表态要吸取“马丁事

件”的教训，坚决不让同类事情
再次发生。但仅仅一个月不到的
时间，钱德勒用实际行动结结实
实的打了篮协的脸。他同样是在
FIBA 获得了澄清信，提前结束
在 CBA 的生涯，这一次 FIBA 连
知会中国篮协的程序都省了。

综合

那些从 CBA 轻松“逃走”的外援
如果劳森一意孤行，强行签约留在 NBA，可能吗？这事理论上是不行的，因为 CBA

外援想在 NBA 再就业，需要获得 FIBA 的澄清信，而这个澄清信也同时需要得到中国
篮协的确认。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可能是另一番模样。

如何限制外援合同需要姚主席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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