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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篮重回巅峰只是时间问题 □石凝

□□石石凝凝

首首钢钢阵阵容容浮浮出出水水面面
重重建建效效果果仍仍待待检检验验

每年的夏季既是CBA各队的休整时间 ，
也是经理人在球员市场上角逐发力的竞技时
间。 而今年CBA联赛似乎刮起了一股欧洲风，
各队引援的重心都瞄准了曾在欧洲效力的球
员。 前不久， 北京首钢男篮宣布签下阿隆·杰
克逊和贾斯汀·汉密尔顿， 这两名外援将首次
踏上中国联赛的舞台。 毫无疑问， 首钢队的
重建将以两位外援为核心进行， 他们的能力
也将左右首钢队的战绩。

现年31岁的阿隆·杰克逊身高1米90，体
重83公斤，能胜任一号和二号两个位置，2009
年信心十足的阿隆·杰克逊参加NBA选秀大
会，但最终落选。 此后曾在土耳其、意大利、西
班牙以及俄罗斯联赛效力。和许多美国普通球
员一样， 阿隆·杰克逊有着在美国本土大学打
球的经历。 难以在NBA谋得机会，远赴海外打
球的经历，也是很多美国球员都经历过的。 但
最重要的，是他在欧洲篮球冠军联赛随母队莫
斯科中央陆军夺冠的经历。 众所周知，欧洲篮
球冠军联赛作为篮球界仅次于NBA的第二类

联赛，无论是竞技水平还是赛事规模都领先于
我们的CBA联赛。能在欧洲篮球高强度对抗和
团队打法的基础下随队夺冠， 阿隆·杰克逊的
丰厚的比赛经验已经得到了证明。

贾斯汀·汉密尔顿曾在VTB国家联赛和西
班牙甲级联赛打球， 也曾效力于迈阿密热火
队、明尼苏达森林狼队、布鲁克林篮网队等多
支NBA球队。 他曾在NBA发展联盟取得过佳
绩，入选该联盟全明星阵容，发展联盟第一阵
容以及最佳防守阵容。 2015—2016赛季，他在
西班牙联赛上，当选西班牙ACB联赛第一阵容
中锋，值得一提的是，拥有美国和克罗地亚双
重国籍的汉密尔顿，同年还入选了克罗地亚国
家队。

这两位经验不缺， 那么能力可以吗？ 纵
观阿隆·杰克逊在欧洲联赛效力的生涯， 他出
战的166场比赛里， 场均只能得到6.3分1.8个
篮板2.6次助攻， 显然， 他的得分能力并不突
出。 北京首钢需要的是马布里的替身， 需要
的是一位既能冲锋陷阵带球杀入内线， 又能

在外线手起刀落三分致对手死地的顶级外援，
显然， 阿隆·杰克逊的得分能力还需要在中国
赛场挖掘 。 汉密尔顿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
从关于他的介绍中可以看到， 汉密尔顿更像
是个投手， 并非首钢队最缺乏的强力内线。

就在上周， 北京首钢宣布国手刘晓宇加
盟， 目前首钢已经在后卫线上囤积了阿隆·杰
克逊、 方硕、 刘晓宇三名球员。 刘晓宇虽然
近年来状态起伏不定， 但早早就担任国字号
控卫的他经验丰富， 首钢此举想必还是对自
己培养的方硕信心不足， 看来方硕的 “转正
期” 还得后延了。 而阿隆·杰克逊， 不出意外
应该会改打二号位。 也许是意识到汉密尔顿
不够强硬， 首钢队签下了旧将常林， 估计内
线还会有内援加入。 如果内线有辅助性干脏
活累活的人， 汉密尔顿的特点或能得到最大
发挥。 算上两名外援、 两名内援再加上即将
加盟的一个内线内援， 首钢队的重建力度不
小， 主力阵容会发生极大改变， 不过效果如
何仍需实战检验。

再一次中国女篮倒在女篮
亚洲杯的决赛圈。 最终屈居季
军的姑娘们虽然饮恨班加罗
尔， 但收获的经验和年轻队员
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 竞技体
育就像战争 ， 胜败乃兵家常
事， 沉下心来继续努力， 把细
节做到更好， 中国女篮一定能
够问鼎亚洲。

回顾女篮在印度的征程 ，
小组赛对手实力较差， 球队实
际成色未受到检验。 直到面对
具备冠军实力的日本队时吞下
苦果 ， 不但犯规和失误增多 ，
临场应对也不如对手老练。

在男篮刮起小球风暴的今
天， 女篮也紧追潮流。 日本便
是这一打法的忠实拥趸， 并且
在比赛中将小球打法发挥到极
致： 控卫快速推进， 锋线球员
积极穿插渗透， 射手们外线果
断出手， 都让人看到了NBA勇
士队的影子。 两位后卫长冈萌
映子与藤冈麻菜美， 扮演着球
队发动机的作用， 球在她们的

支配下轮转得更快更准， 使得
平均身高占不到任何便宜的日
本队， 面对中国这样拥有高个
内线的球队毫无惧色， 更让球
队在后期与澳大利亚的争冠赛
中笑到最后。 我们女篮的后卫
线， 在理解防守和三分投射方
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在临
阵的变化上 ， 还显得有些稚
嫩， 输给最终的冠军队伍也是
实力差距的表现。

女篮主教练许利民曾经说
过一句话， 赢了比赛未必一切
都好， 输掉比赛也未必毫无收
获。 果然， 这届亚洲杯上中国
女篮就收获了一名未来能撑起
中国内线的潜力中锋———李月
汝 。 身高2米01的她现效力于
WCBA联赛的广东队， 1999年
出生的她年仅18岁便在本届亚
洲杯中披挂上阵。 场均登场21
分钟内贡献17.2分9.3篮板， 投
篮命中率为55.3%， 罚球命中
率63.3%。 在进攻端 ， 李月汝
凭借着鹤立鸡群的2.01米身高

在内线大杀四方。 正是依靠她
的强力发挥， 女篮内线完全碾
压小组赛对手。

新任篮协主席姚明上任以
来， 在男女篮方面都大力吸收
年轻运动员加入国家队 ， 参
与国家队层面的比赛。 相比于
技术的稚嫩， 年轻队员经验的
缺失更为关键。 前文提到的李
月汝虽然表现不俗， 但在比赛
中暴露出经验不足的缺陷， 半
决赛与日本一战， 虽然她拿到
13分4个篮板的漂亮数据 ， 但
在防守端暴露出漏人和注意力
不集中的问题， 犯规数过多限
制了自己的发挥。 其实， 李月
汝只是一个影子， 在她身上我
们看到女篮队员们已经足够优
秀 ， 只需更多的比赛历练自
己。 年轻就要交学费 ， 所有
这 些 ， 都 可以通过不断的大
赛积累予以弥补 。 长远来看 ，
作为亚洲绝对霸主的中国女篮
一定可以达到更高的竞技水
平， 重回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