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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队的第一个半决赛
主场球市火爆，赛前一票难
求。但这也没能帮助山东队
获得主场开门红，只是把球
迷气得拍桌子拍红了手掌。

赛前，大家议论最多的是
如何连下三城，在济南解决战
斗。这种极度乐观的情绪也传
染给了球队、教练和队员。极
度的亢奋，换来的是急躁和失
常，结果只能是失败。

裁判的问题暂且不说。山
东队输球主要输在三个方面。

一是心态严重失衡。客
场带回来的一场胜利冲昏了
所有人的头脑，“三场横扫”
论甚嚣尘上，似乎眼前的广
厦和李春江不值一提。心态
失衡体现在场上，就是发挥
失常。最明显的是罚球和失
误。本场比赛，山东队共失误
17 次，莫泰、小丁、贾诚三名
主力分别是 5、4、3 次。很多
失误都是“非受迫性失误”，
显然是心态失衡的恶果。再
就是罚球，竟然 21 罚 10 中，
命中率不足 50% ，比全队的
两分球命中率 59%(22-37)还
要低 11 个百分点，真让人匪
夷所思。莫泰 8 罚 2 中，小丁
7 罚 3 中，连劳森也罚丢一
个。别的都不改，如果罚球命
中率能达到 90% ，这场球山
东队就已经拿下了。虽说山
东队罚球一直是个问题，但
能低到本场的 48% ，那也真
是没谁了！

二是内线发挥严重失
常。以前让球迷引以为傲的
山东队内线，被一个胡金秋
打得落花流水，脸肿得有三
尺高。莫泰 14 分，贾诚 9 分，
吴柯拉到外线投进两个三分
球，陶汉林愣是 12 分钟 1 投
0 中，荣获大鸭蛋一枚。进攻
如此低迷，再看对位的防守，
胡金秋 18 投 13 中得 28 分，
72% 的命中率，还有 15 个篮
板，其中 6 个进攻篮板。话说
这一场比赛两队的首席得分
手都是国内球员，小丁得到
36 分，整整打了 44 分钟啊！
“丁外援”再神勇，身边原本
堪称豪华的内线却突然哑
火，这球还能怎么打？

三是教练应变能力太
差。开赛前看到大名单里有
张庆鹏，以为这回凯撒会出
个奇兵，没想到张庆鹏竟然
在替补席上看了两个小时饮
水机。比赛中，山东队陷入困
境的时候，尤其是张辉紧张
得都不会投篮了的时候，采
访的老记们都念叨“换上张
庆鹏试试”，但山东队的打法
依然故我。“人到万难须放
胆，事到两可要平心！”中场
大比分落后的时候，为什么
就不能把张庆鹏换上去，试
试奇兵？你的“胆”哪儿去了
呢？还有就是贾诚，表现不错
的时候，就被莫名其妙换了
下去。这场比赛 9 人出场 7
人得分，其中还有两人只进
一个球，两人得鸭蛋，得分上
双的只有“仨外援”。说明凯
撒还是做不到“人到万难须
放胆”。 吹尽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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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马布里在CBA赛场上最不愿遇到的对手，也是易建联在国家队最好的队友。每场
联赛，他都像一道大闸，封锁住对方的第一得分点，他就是高速男篮队员睢冉。如今CBA半决
赛激战正酣，睢冉也因为几次技术犯规再度成为焦点。那么，真实的睢冉到底是什么样子？

从一号位到二号位的转变

1992年，睢冉出生于山西太
原。12岁时，出于对篮球的热爱，
他来到北京参加了中国男篮前
主帅王非开办的篮球训练营。当
时，睢冉的身高为 1 . 65 米，这对
一名篮球运动员而言并不理想。

谁知，一年后睢冉身高长了
足足 20 厘米，达到 1 . 85 米，并获
得了参加耐克亚洲青年训练营
的机会。2006 年，睢冉正式签约
山东青年队，成为从王非训练营
中走出的第一位职业球员。至于
另一位，则是睢冉目前的山东队
友丁彦雨航。

2008 年，睢冉正式加入山东
男篮一队，踏上了职业篮球赛
场。那个时候，睢冉主打位置不
是现在的二号位，而是一号位。
别看如今的睢冉不善于得分，但
在职业生涯首个赛季，他的得分
在国内球员中首屈一指。

2012-2013 赛季，山东男篮有
了三名外援。杰特的到来，让球
员一号位得到极大补充，所以睢
冉就开始在二号位上谋求发展。
谁知，这样的一个变化，让睢冉
迎来职业生涯的飞跃。

睢冉身体强壮，而且防守习
惯非常好，能把两手清楚地交待
给裁判。从那个赛季开始，睢冉
每场比赛都要负责盯防对方的
小外援。从昆西·杜比，到吉布
森，再到韦弗和布朗，睢冉和这
些 CBA 超级得分机器都有过多
次直接对话。也正是因为有睢冉
这样的球员存在，这些年来外援
很难在面对山东男篮时取得变
态分数。

最熟悉马布里铁肘滋味

正是在2012-2013赛季，北京
男篮和山东男篮在季后赛半决
赛相遇。当时，北京首钢是卫冕
冠军，球队有马布里坐镇，气势
逼人。山东男篮则是当赛季黑
马，一路高歌猛进，来到半决赛
赛场。

面对当时 CBA 最有名的外
援马布里，防守的重任无可避免
地放在睢冉身上。从五棵松的第

一场比赛开始，睢冉和马布里就
开始较劲。面对这个后生，一开
始马布里甚至并不在意。当时马
布里刚刚带领首钢获得球队队
史首座总冠军，自己也完成职业
生涯的超越，其国内人气居高不
下。睢冉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却将马布里限制地非常难受。

马布里受挫，北京男篮全队
就瘫痪。所以那次半决赛，北京
男篮被挡住了。如今想来，若不
是山东男篮，北京男篮真有可能
四年四冠。而且从那之后，山东
遇到北京就来劲，往往打得非常
疯狂，部分原因是睢冉在防守端
做出了很大贡献。

所以，之后北京与山东的比
赛，马布里和睢冉的比拼是最有
看点的。2013-2014赛季，北京主
场迎战山东。面对上赛季阻挡自
己进入总决赛的敌人，北京男篮
队员个个虎视眈眈。比赛中，马
布里在睢冉贴身防守下强起上
篮，顺势抬肘就打到了睢冉的下
巴。可想而知，被打到下巴后睢
冉的牙齿有多疼。顿时，强硬的
睢冉就倒在地上，久久不能起
身。之后很多天，睢冉的嘴巴都
不敢开口说话。

当时的山东男篮总经理非
常生气，一度想跟篮协讨要说
法，认为比赛输了不要紧，为何
要伤害自己的队员。

防守绝非靠犯规蛮力

其实，睢冉的防守不是球迷
想的这么简单。

在面对马布里之前，睢冉就
知道教练会安排自己专门盯防
马布里。所以，睢冉当时看了大
量比赛录像，对马布里习惯的传
球线路，突破线路，以及喜欢的
运球防守都进行了充分了解。用
睢冉的话来说，要想防守好，就
要比了解自己还要了解对手。正
是基于这份对篮球的热爱以及
对比赛胜利的渴望，睢冉赛前就
对马布里下足了功夫，可谓研究
到了极致。

不过，走上场可就不是那么
简单了，特别是在五棵松主场，
那裁判哨可不是全国球迷都了

解的，看看当时马布里主场的罚
球次数就知道了。所以对睢冉而
言，要想真正防守马布里，还要
动一些小脑筋。为此，睢冉询问
了很多篮球界裁判专家，仔细了
解裁判对犯规动作特别是接触
动作的处罚尺度，以避免在比赛
中莫名吃到犯规。

所以在比赛中，大家都看到
了睢冉对马布里的防守，如果有
机会抢断，那么就一定会一击致
命，赌命去搏。如果没有机会，则
会全场跟防马布里，不断消耗他
的体力。如果马布里要突破了，
那么睢冉就会张开双手，用躯干
的力量去限制马布里。特别是张
开双臂，将手臂动作完全放在裁
判眼皮底下，这样就不容易被吹
犯规。

防守向来是篮球里最难练
习的技巧，睢冉并不是靠身体来
防守，而是进行了充分准备和思
考，对技术动作进行了调整。而
且私下里，睢冉对马布里非常尊
重，认为他是CBA的优秀外援，也
经常在微博上表达对老马的敬
意。其实比赛竞争没办法，这是
职业，是工作，但在内心或者私
下里，大家都是互相尊重，欣赏
对方的球技。

山东男篮“兼职”翻译

目前很多 CBA 球员都会说
一些英语，但能达到睢冉这种水
平的还真不多。所以在与马布里
的对话中，睢冉不仅能听懂，而
且反击的水平也很高。那么，没
有多少时间在校园读书，睢冉的
英文水平是如何练就的？答案就
是勤奋。

从小时候打篮球开始，睢冉
就获得了很多出国训练的机会。
在这段时间，睢冉会努力和当地
人交流，学习一些简单的词汇和
对话用语。这样的机会多了，睢
冉所掌握的英文就越多。另一
个，前几个赛季在球队训练的大
巴车上，睢冉经常拿着英文书
看，听英文对话。

如今，睢冉的英文水平笑傲
全队，和外援交流起来没有任何
障碍。所以，从图科到之后的杰

特、比斯利都和睢冉成为很好的
朋友。

因为睢冉这几个赛季的主
要工作是防守对方小外援。这些
外援在睢冉的贴身防守下，往往
心态失衡，垃圾话频出。所以，睢
冉需要立即还击。

此外，很多时候在赛后更衣
室，因为球队翻译要去帮助教练
参加新闻发布会。所以，睢冉也
会帮助记者采访外援，并进行翻
译。还有一次在训练课上，因为
球队翻译和两位外援堵车没能
及时赶到，睢冉还客串了一回球
队翻译，帮助教练凯撒翻译训练
指令。

和高冷易建联成朋友

很多球迷都知道，易建联是
个不喜欢说话的球员。曾有人
说，易建联在国家队训练期间，
基本不怎么说话，队员和他住一
屋都很有压力。可是性格开朗的
睢冉，和易建联住在了一起，而
且还成为了朋友。

在国家队集训期间，睢冉和
易建联几乎是形影不离，还时不
时秀一下“恩爱”。后来，就连一
向不善言谈的易建联都笑着说：

“集训期间，睢冉让我整得都快
哭了。”可睢冉的回击是，谁整的
谁还不一定呢。

在国家队如此，在山东男篮
也是这样。睢冉的脱口秀在队友
中备受欢迎，各式各样的段子到
了他那里，都能有一些新滋味。
用睢冉的话说：“我要是去主持
一档脱口秀，其他主持人就得立
马下岗啊。”

这个赛季，睢冉已然更加成
熟，在球队中作用越发明显。在
睢冉被禁赛期间，主帅凯撒非常
着急，因为球队少了一个重要球
员。在比赛中，球迷们也能看到，
无论在场上还是场下，睢冉都是
积极和队友交流，并不时提醒着
防守。

有人说，睢冉是中国的德
隆，也有人说他是CBA的托尼·阿
伦。其实，睢冉就是睢冉，他有着
自己的特点。场下爱开玩笑，说
段子，可到了球场上就是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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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冉是 CBA 的防守尖兵 记者 郭建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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