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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主帅：
想赢山东要多进3分

山东男篮在 CBA 季后赛
首轮的第一场比赛中，客场以
104：100 力克江苏肯帝亚，拿
到开门红。赛后江苏男篮主帅
贝西洛维奇表示，如果江苏队
能够多投进一个三分球，最终
比赛的结果或许就会不同。

“进攻端我们有很多空位
投篮的机会，但是三分球有空
位机会没有投中。几乎所有的
外线三分球都投丢了。假如再
投中一个，那我们今天就赢
了。”赛后贝西洛维奇感叹说。

常规赛阶段，江苏队曾遭
山东男篮双杀。但季后赛首
战，江苏队展现出了不错的韧
性。而在贝西洛维奇眼中，想
要战胜山东是一个充满挑战
的任务，“山东是一支非常有
实力的球队，他们有国内MVP
丁彦雨航，想赢山东必须要做
到完美。”贝西洛维奇表示。

综合

山东“小鲨鱼”：

现在提争冠太扯了

丁彦雨航：

主场尽快拿下江苏
33分，这是丁彦雨航季后

赛第一场交出的答卷。从发布
会回来，他在门口遇到相熟的
记者，不知道是为了躲采访还
是别的，立即开启了撒娇模式，

“哎呀，我累！”“我真的太累
了！”一边说着就回了更衣室。
今晚丁彦雨航出场44分钟砍下
33分，不仅是全队也是全场得
分最多的球员。风头盖过了四
名外援。

“这是季后赛第一场比赛，
江苏队也是一支强队，而且客
场难打。通过球队的努力取得
开门红，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
不小的鼓励。然后包括落后的
时候，球队也没有放弃，这就是
季后赛所需要的。希望大家能
延续这股劲，争取把后面两个
主场赢下来。”赢下关键的第一
场比赛，小丁也非常高兴。综合

也许是受到长时间不打
球等因素影响，替补出场的陶
汉林还没有完全适应比赛节
奏。他的几次防守失位，让对
手轻松抢到篮板球，这也让场
边的凯撒非常气愤，之后陶汉
林被换下。

或许是受到分差以及自
己被盖帽的刺激，重新登场的
陶汉林顿时展现出小鲨鱼的
本色，多次在篮下强硬得分。
面对江苏内线围剿，陶汉林总
能把球放进篮框里。在打成一
次2+1后，憋了一肚子火的陶
汉林霸气庆祝，呐喊不已。

这样的举动完全刺激到
了场边一些球迷，他们开始谩

骂陶汉林以及其家人，语言攻
击性十足。后来陶汉林终于迎
着吴冠希完成一次扣篮，那一
口怒气终于得到宣泄，他在后
者面前肆意庆祝。这样一来，
不但场边球迷，就连很多江苏
队员都开始不满。

不过也正是陶汉林的爆
发，山东男篮才追平比分，并
且之后逐渐反超并拉开差距。
尽管遭遇了很多语言攻击，但
是陶汉林依然非常克制。在他
六犯离场时，陶汉林还向场边
的球迷鞠躬致意，展现了一位
职业球员的素养。

比赛之后，陶汉林兴奋的
和队友挨个击掌。“我也有错，

但在球场上，作为运动员有些
肢体冲突也可以理解。这就是
竞技体育的魅力，这很正常。”
对于自己连续几次进攻得手，
陶汉林表示这完全是队友传
得好。至于未来的两场比赛，
陶汉林表示：“必须拿下，不想
回来了，就是不想回来了。”

山东之所以能够在客场
艰难赢下江苏，很大原因就是
球队核心丁彦雨航的发挥。全
场比赛，小丁出场 44 分 16 秒，
得到 33 分和 6 个篮板，他的得
分也是全场最高分。

江苏男篮显然对小丁布
置了重点防守，甚至安排球员
进行包夹。尤其是江苏男篮队
长易立，全场都在贴防。第四
节比赛开始没多久，易立突然
站在场边不动了。正要反跑篮

下的小丁看到这样的场
景，也愣住了。“他抽筋
了，还打不打。”一边说
着，小丁一边和替补席
队友以及裁判比划着。

好在裁判很快发现了易立
的伤势，他也很快被江苏男篮

队友搀扶下场。
赛后，小丁表示。“我基本

全场都在跑，不跑不行啊，江
苏防得非常凶。其实第三节我
就跑不动了，但那时候分差拉
不开我得坚持。没想到一会易
立抽筋了。其实我也快了。”

对于季后赛的征战，小丁
则说：“这是我们季后赛第一
场比赛，江苏队也是一支强
队，而且客场难打。通过球队
的努力取得开门红，对我们来
说都是一个不小的鼓励。然后
包括落后的时候，球队也没有
放弃，这就是季后赛所需要
的。希望大家能延续这股劲，
争取把后面两个主场赢下来。
劳森也回归到队伍里，也在调
整，现在对我们来说也不是最

好的。需要时间去准备比赛、
适应比赛。然后有一个好的状
态去迎接下面的比赛。”

作为中国男篮的两代三
号位，如今小丁已经连续两年
获得常规赛 MVP ，逐渐步入
职业生涯黄金时期。易立则是
江苏男篮老队长，为球队发挥
着余热。在易立退场的时候，
江苏男篮现场球迷也是为这
位球队功勋献上掌声。

本场对阵江苏男篮，山东
男篮的一大变数就是劳森的
状态。在开赛前不到五天，劳
森才从美国赶回山东，球迷们
都对劳森的表现有所疑问。全
场比赛，劳森得到了12分、7个
篮板以及4次抢断，表现应该
说中规中矩。

赛后面对自己回归后的
首场比赛，劳森表示：“感觉自
己还可以，状态恢复得不错。
江苏肯帝亚的防守强度很大，
对他的夹击也很大。所以在这
样的情况下，我就会把球更多
的传给莫泰尤纳斯，让他来完
成得分。”

这次来到江苏男篮主场，
山东男篮把莱恩劳森都带了
过来。虽然早就做好了使用劳
森的准备，但是教练组还是安
排莱恩随队一起训练，感受季
后赛气氛。从在江苏男篮这几
天的表现来看，莱恩尽管没能

登场，但是态度很积极。训练
中，他会和球队一起完成所有
项目。比赛中，莱恩尽管坐在
替补席，但是他会积极关注比
赛走势。山东男篮打得好时，
他也会站起来鼓掌加油。队员
下场时，他会主动伸出手掌向
队友致意。

因为在实力上和劳森还
有些差距，所以山东男篮还是
选择用熟不用生。不过因为一
个月没打比赛，劳森全场命中
率并不高，两分球12投2中，三
分球4投0中。赛后对于命中率
这个问题，劳森表示：“我觉得
自己命中率还可以。在双人夹
击的时候，我可以强投那些三
分球，也可以去传球。但是对
一名后卫来说，一味强打不是
我们该做的。但是如果球队需
要我得分，我随时都可以。”目
前山东男篮取得客场胜利，应
该说晋级的前景非常好。对于

球队的季后赛前景，劳森表
示：“我们能在主场结束这个
系列赛，但是我们的罚球和三
分球需要提升。”

应该说目前山东男篮的
节拍器就是劳森，他的控制和
组织是球队的重要一环。在助
理教练鞠维松看来，劳森给人
的感觉就是稳。“一看就是经
历过大场面的，在场上永远是
不慌不忙的，可对手就是没办
法。别看其他的外援上天入地
的，还是劳森这样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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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 江苏肯帝亚
首轮第二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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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 江苏肯帝亚
首轮第三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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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 江苏肯帝亚
首轮第四回合(如有需要)

时间：3月16日19：35

直播：CCTV-5 山东体育

隔记者 李康培

3月13日晚，山东男篮在季后赛首轮客场104：100战胜江苏男篮，取得开门红。未来两场比
赛，山东男篮将全部在主场进行。赛后，此役发挥出色的内线球员陶汉林霸气表示：“接下来的
这两场比赛肯定能赢，你就直接写，3：0淘汰他们。”

陶汉林：后两场必须拿下

小丁：我把易立跑抽筋了

劳森：需要得分我随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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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数据 江苏

30/63 两分 22/45

4/23 三分 10/36

32/47 罚球 26/36

51 篮板 45
10 助攻 15

8 抢断 8

2 盖帽 3

11 失误 15

32 犯规 35

104 得分 100

球员 得分 篮板 助攻 命中

小丁 33 6 1 45%

劳森 12 7 2 20%

莫泰 24 7 1 53%

陶汉林 16 9 2 70%

贾诚 11 9 2 33%

首轮比赛山东队中锋、绰
号“小鲨鱼”的陶汉林得到了16
分和9个篮板。赛后在接受采
访时陶汉林表示，拿下了第一
场比赛，系列赛基本大半已经
拿下。同时他认为，现在提争
冠有些为时尚早。

本赛季，江苏肯帝亚异军
突起，成为CBA最大的黑马。
而在陶汉林眼中，这与他们球
队当中内线球员的出色发挥
密不可分。“江苏今年常规赛
打得非常好，最终排名常规赛
第五。他们几个内线，包括李
原宇、吴冠希在别的队都打不
上球，但到了江苏队确实有了
很大的进步。”陶汉林说道。

而在陶汉林眼中，小外援
劳森的回归，也为球队上下注
入了一针强心剂。“像劳森这
种水平的外援在CBA也很少，
劳森回来我们心里确实踏实
了很多。不要在意外界说是否
争冠啊，现在说这些太早了有
点太扯了，还是要一步一步
来，先把江苏这关过了。”陶汉
林说道。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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