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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突变显示强硬一面 张松涛场上表现令球迷惊叹

大树

冲破天
终迎成材时

北京首钢
队内线球员张
松涛的外号是
“大树”，曾经问
其由来，张松涛
隐 约 记 得 ，倒 不 是 他
的 体 格 健 壮、身 材 高
大 ，看 起 来 在 内 线 像 棵
“大树”一样强硬、挺拔，
而是当年在中国男篮集训的
时候，
由于他在篮下的脚步移
动太慢了，
被教练尤纳斯形容为
“就像是大树在场上扎了根一
样”。这个外号其实说的是张松涛
的弱点，但多年来一直伴其左右，
大家叫习惯了，
“大树”自己也听习
惯了。而在来到北京队之后，张松涛
的打球也还是像“大树”一样，防守时脚步移动慢，
进攻中在篮下不够自信，很多次明明都是机会球，
但不是出现犹豫，让稍纵即逝的机会溜走，就是不
敢在篮下进攻，怕承担更多责任，即便在此时防守
他的只是对方的一个后卫球员。这些年中张松涛
受到来自于球队外的批评声很多，大家都觉得如果
“大树”能打得硬气一些、霸气一些，那么北京队的
内线会好很多。而这个问题也在时刻困扰着张松
涛，他每个赛季都在想着如何去改变自己，
“其实我
的心里一直在憋着一股劲儿。
”
他说。
过去的这几场比赛张松涛似乎变了，现在的
“大树”已经不是之前的“大树”了，在与广东队的比
赛中，他隔着易建联完成了一个暴扣，很多人说“这
个球可以让大树吹牛一辈子”。
“当时在场上我就是
想扣，你能感受到那股劲上来了。”张松涛说。
很明显，现在的张松涛在场上更加敢于做动作，
他说自己感觉到自己的自信心在往上蹭蹭
地蹿。张松涛曾经说自己在这个赛季会义
无反顾地去改变自己，过去两场球希望
就如同捅破了那层“窗户纸”，现在“大
树”
让改变发生吧。

“现在这个阶段我需要义无反顾”
这些年大家都觉得“大树”应该、也
能打得更好点，但张松涛距离这种期望
一直都差得比较远。北京队主教练闵
鹿蕾有次说起张松涛，
“我觉得他技术、
能力都没问题，他在训练中也很努力。
但关键还得看他的心理，更多的还得自
己去调节。
”
心态与自信的问题一直困扰
着张松涛，也始终限制“大树”完全发挥
出自己的能力。在场上张松
涛很多时候表现得很挣扎，
其实在“大树”的心里何尝不
是呢？
“我记得在上个赛季的
季后赛与新疆队有场
球，我在篮下抢
了几个篮板，然
后我就在场上
告诉自己，我要
去攻篮，去改变
自 己 。”他 回 忆
自己的一个场
上的心理活动

最后时刻关键抢断 113：
111 险胜深圳

老马哪像 39 岁
当昨晚与深圳队的比赛打到 111 平的时候，
五棵松体育馆现场的气氛陷入了凝固的状态，他
们等待着心中英雄的出现，然后“比赛剧本”按照
预期中的样子发展：马布里，这个北京队最为倚
重的球员，再次扮演了球队英雄的角色，他在关
键时刻完成了一次改变比赛走势的断球，然后奋
勇地冲到篮下，完成了一次上篮，这让比分定格
在 113 比 111，而这也是昨晚的最终比分。
“ 老马
哪儿像 39 岁，那一刻就像是 19 岁。”队长孙悦在
赛后这样说起老马。
虽然岁数在增长，伤病也在增加，但老马在很
多时候还是人们心中的那个老马，他还是那个能在
北京队艰难的时刻站出来的关键先生，他还是全场
观众齐声高喊的“MVP”。
“ 老马就不用多评价了
吧，他就是球队的英雄。”张庆鹏昨日在赛后这样说
起老马，
围在他身旁的记者们，
一片笑声。
老马再次显示自己的英勇，
昨日比赛他打了 38
分钟，拿到了全队最高的 23 分。但与此同时，这场
球北京队能拿下来，很多方面不容忽视：孙悦得分
不多，但他在防守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不
是他成功封盖了对方小外援帕戈最后时刻的外线
出手，可能比赛的结果就将会发生改变。
“我猜到了
球在最后时刻要到他的手里，但猜不到他的攻击方
式，可当我看到他要后撤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
百分之八十要投篮。”孙悦在赛后这样回忆当时的
情景。
翟晓川、张庆鹏与张松涛同样在这场比赛中也
有着一些关键的表现。翟晓川在前三节表现得很
挣扎，但最后一节他的积极与努力得到了回报；张
庆鹏则是体现了一个老将的价值，过去两场球他在
进攻上并没有发挥自己的特点，但这些并未影响到
他的比赛信心，昨日比赛中当有机会出现后，他还
是尽可能去攻击篮筐，最后张庆鹏得到了 11 分。
而张松涛延续了他此前在内线的强硬表现，他与莫
里斯同时在场上的时候，让北京队的内线不再像以
前那么弱。
孙悦在昨日赛后总结说：
“算上之前打广东队，
我们这两场球的比赛态度是非常好的。我们更有
欲望去赢得比赛。而这场比赛我们最后赢了，这是
对于我们的努力程度的一种肯定。
”
文/本报记者 宋翔 摄影/本报记者 黄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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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说，
“ 后来，在面对防守的情况下，我尝试打了一
个，但没打进，后来就没怎么攻。”除了内心挣扎外，
你也看得出张松涛在场上打得很不自信，有一次对
方人员轮转，最后是一个小个后卫防守“大树”，对
方比张松涛要矮很多，现场观众都看得起急，大喊
“打啊，打啊”，但结果张松涛还是把球传出去了。
在过去几年中，张松涛类似的情况不是少数，队友、
教练、现场观众看得着急，
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每个赛季结束后球迷们对于“大树”的场上表
现批评的声音都很多，他们非常直接地说：
“‘大树’
打得太软了，什么时候才能强硬一点呢？”
“ 这些东
西都有听到。每个赛季结束后，来自于各个方面，
球迷也好，我的朋友好，都会对我说些问题。”张松
涛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
“听到这些，会有两个方面
感受，一方面会心情低落，因为自己确实打得不好，
没有给球队提供足够的贡献；另一方面也理解球迷
们为何这样说我，因为他们对我有期待。如果他们
有一天真的不去关注你，不对你有任何期待的话，
也就不这样了。
”
这个赛季是张松涛来北京队的第四个赛季，而
在这个赛季开始前“大树”对北青报记者说过这样
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
“我觉得需要让自己去完成
一些更大的变化，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肯定会很辛
苦，这个时期也会很艰难，但是确实到了现在这个
阶段，
我需要让自己义无反顾。
”

“当时就想扣篮，
那个气已经上来了”
过去两场比赛“大树”的变化显而易见，他会在
与广州队的比赛中完成一个扣篮后，做出了拍打胸
口，并高声大喊这种宣泄自己内心情绪的肢体动
作，
“是少见，以前可不太会这么做。”他在之后回忆
说。在与广东队的比赛中，面对易建联的防守，张
松涛狠狠地将球砸进了篮筐，
“那个时候，我就是想
扣。”说完这话，张松涛停了停，然后做了手往上提
的动作，
“我自己感觉那股气上来了，
就是想扣。
”
那股劲其实一直都憋在“大树”的心里。
“ 其实
这些年中那股劲儿我一直都有，一直在心里。因为
我知道教练、队友、球迷对于我的期望，我也想自己
能为队里做更多的事情，更多地帮助北京队的内
线。”其实“大树”心里也很着急，他想了很多办法去
尽力改变。有个例子是，在上个赛季人高马大的张
松涛在开场时几乎没有一次能为北京队跳到球的，
而在这个赛季的季前赛时，
“大树”经常去看自己的
跳球录像剪辑，研究如何在这方面能做得更好一
点，
而近来的比赛他就有了一些改善。
但比较而言，
过去两场球对于张松涛而言，
其中
的意义无疑更大。
“大树”
说这就像是一个契机，
让自
己内心那股劲儿与气找到了一个机会去释放与提
升。
“这两场我打进的那些球，
基本上都是队友为我创
造出来的空位机会，
然后我打进了，
也都是差不多捡
漏打成的吧，
但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对方对我的防守重
视程度不够，
让我出现了机会；
另一方面是打进这些
球后，
我的自信也是一种积累与提高。
”
张松涛总结这
些年的比赛表现，他觉得对自己起到决定因素的就
是心态与自信。
“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系吧。平时
的性格是怎么样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球场
上。而优秀的运动员会在这两者上能很好地平衡与
切换，
我觉得在这方面自己还是在学习与改变的道路
上。但我觉得现在进入一个比较良性的心理循环，
虽
然我在场上可能还是会出现篮下打不进或是脚步移
动没做好，
再或者没抢到篮板等，
但是即便如此，
我还
是会继续在篮下做动作。就是打不进，
我也会调整再
打，
这是我在场上的自我心理暗示。我要让自己在场
上一点点去完成这样的心理积累。
”

别去打断他们的脚步
11 月 29 日，
沙佩科恩斯俱乐部停摆了。俱乐部
从巴西飞往哥伦比亚，却再没抵达终点。全球为之
唏嘘的是，一支球队争冠的脚步，就这样被打断。
别去打断他们的脚步，这可能是对职业运动员最大
的祝福。
空难的发生，让人对于这支血性球队有了更多
的了解。从 2009 年至今，球队起起伏伏，2009 年球
队还在征战巴西丁级联赛，2014 年神奇升入巴西甲
级联赛，今年终于过关斩将一路杀入南美杯决赛。
球队经历数年震荡，依然凭借实力彰显拼搏精神。
这也让如今的离开，
更令人唏嘘不已。
空难最具毁灭性的，是它让鲜活的生命戛然而
止。无数梦想就此陨落，的确是最伤怀的时刻，即
便是久经磨炼的老球迷也会潸然泪下。沙佩科恩
斯董事会主席菲略说，他失去了一生的挚友，因为
球队是一个大家庭。的确难以想象，一个人一下子
失去了所有，一支球队突然被迫中断了前进的脚
步。出师未捷身先死，
这哀伤古今如一。
那架航班，原本载满的是欢乐、期冀和生活的
斗志。航班上的球员，原本全神贯注着即将到来的
比赛。正如 CBA 第 13 轮北京首钢主场对广东的比
赛中，外援马布里原本全神贯注着正在进行的比
赛，
一次
“意外”
险些打断他的脚步。
比赛进行到第三节时，马布里在一次救球中冲
到了场外，此时，广东男篮主教练杜锋正好在场边，
杜锋有一个伸腿的动作，这只脚正好挡在了冲出界
外救球的马布里脚前。
脚步对篮球运动员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差
点摔倒的马布里非常生气，转身用肩膀撞了杜锋。
比赛结束后，马布里发了一条微博，只发了一个省
略号和一张图，
还把这条微博置顶了。
篮球评论员朱彦硕也转发了马布里的微博，他
写道：不理解杜锋这什么意思，他是不是故意的只
有他自己知道，但毫无疑问，他的动作是危险的，不
恰当的。
在马布里发完微博一个小时之后，杜锋也发了
一条微博，他在微博上写道：
“如果不是朋友提醒，
我都不知道大家都在议论这事。现在回想起来，当
时我应该是看到球出界了，也准备转身过去捡球，
结果看到马布里冲了过来，
我就停住了……”
赛后一部分球迷认为无论杜锋怎么解释，这个
动作都是冲着马布里去的。腿部往前伸，是一个很
不道德的小动作，这种动作极有可能造成运动员受
伤。也有人认为杜锋只是下意识去捡球，没有哪个
主教练会刻意用这种方式去针对球员。
好在有现场照片，也将曾经充斥着黑脚、黑肘
以及各种废人动作的回忆再次带回 CBA。如今
CBA 联赛一直在进步，
还记得上海外援亚布塞莱对
郭艾伦的保护吗？别去打断职业运动员的脚步，是
对他们最大的祝福。
文/ 本报记者 褚鹏

动态

右跟腱伤病严重
“诺天王”
无限期休战

“我是一块革命的砖”
能明显地感受到如今的“大树”，自信心在往上
蹭蹭地蹿，
“今后比赛中如果有机会我肯定会尽可能
多以扣篮去完成进攻。因为我后来回看自己在与广
东队比赛的那个扣篮视频以及队友们给我的反馈，
我觉得用一句网上的话来形容就是，扣篮点燃了那
种力量。
”
但与此同时，
虽然
“大树”
现在的状态不错，
但他也明白能够将自己的状态尽量保持下去，并始
终保持一颗平常心的重要性。
“我记得老马时常对我
们说，不要让自己太高或者太低，就是当你打得好
时，要让自己不那么飘飘然；当你出现起伏、处于低
谷，
你如何能向上攀爬，
找到更好一点的位置。
”
张松涛说他现在就想做好一块革命的砖。
“说
心里话我并没有对于自己制定特别具体的目标，比
如我要在这个赛季场均得到多少分，抢到多少篮
板，但在我的心中，一直想的是，球队需要我做什么
时就尽最大努力去做，并为此时刻准备好。如果遇
到对方的球队有内线的双塔，我们的朱彦西、吉喆
的防守压力会大一些的话，我就去场上帮助他们尽
量缓解一些防守压力。而球队要求我在场上去进
攻，我会把我所有的能力争取打出来。”其实，张松
涛近来的变化也在增加球队对于他的信任。有次
闵鹿蕾就说：
“‘大树’确实给我提了个醒吧，怎么用
好他，
确实我们的内线需要这样一个轮换人员。
”
最近北京队队友们都与张松涛开玩笑说他近
来的表现就像是“老树开花”。
“ 我也希望自己能在
这个赛季尽量多开花。”说完，张松涛自己也笑了。
现在的
“大树”
真的有些不同了。
文/本报记者 宋翔 摄影/本报记者 黄亮

战报
八一
山东
广州
青岛
天津
新疆
北京
同曦
北农
浙江

77 比 93
95 比 93
75 比 107
108 比 101
121 比 126
98 比 92
113 比 111
107 比 103
108 比 117
92 比 106

上海
辽宁
广厦
福建
吉林
四川
深圳
山西
广东
江苏

本报讯（记者 宋翔）小牛队主教练卡莱尔昨日
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球队核心球员诺维茨基将无限
期休战。诺维茨基本赛季受困于右跟腱伤病，到目
前为止只打了五场比赛。诺维茨基不打，对于小牛
队的战绩影响很大，
小牛队在西部排名垫底。
主教练卡莱尔昨日说：
“ 我已经向球队队医询
问了关于诺维茨基的伤病情况，我认为他还将缺席
一段时间，但到底需要多久才能重返球场，我也无
法给出具体的时间。我想用无限期休战来形容是
比较准确的。在最近几乎每天都有记者问我关于
诺维茨基的伤病问题，如果他能在短期伤愈复出的
话，我就能直接告诉你们了。但很显然，我现在无
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
虽然卡莱尔无法告知诺维茨基何时才能重返
球场，但他也透露“诺天王”的伤病比以前要好一
些。
“ 他的伤势恢复已经比之前有所进步，但还远
没有到痊愈的那一步。”卡莱尔说。 但无疑，诺维
茨基伤停，对于小牛队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
诺维茨基本赛季场均得到 12 分。目前小牛队并不
只有诺维茨基处于伤病状态，小牛队在后卫线上
也用人吃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