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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过 5 个 多 月 的 休 赛 期 ，
CBA 新赛季迫近！10 月 2 日，辽
宁男篮将启程前往杭州，开启
2022-2023赛季CBA征程。作为
卫冕冠军，他们会在10月10日的
揭幕战迎来上赛季总决赛的对手
浙江广厦队。

在这个休赛期，辽宁男篮成功
挽留队内头号球星郭艾伦，并与李
晓旭、丛明晨、张镇麟等主力球员
续约。9月27日，弗格在结束隔离
后也与球队会合。这样，在距离新
赛季揭幕还有半个月的时候，除了
莫兰德之外，辽宁男篮上赛季夺冠
的主力阵容已经“各就各位”。

这个夏天，辽宁男篮在球队磨
合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郭艾伦、
赵继伟和付豪一直随国家队征战，
韩德君和李晓旭两位老将需要休

养，以至于辽宁男篮在出战夏季联
赛和热身赛时队内的“头号球星”
是丛明晨。如今，虽然国手和老将
都已归队，但他们仍然需要时间融
入球队、熟悉战术安排。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辽宁男
篮的年轻球员在这个夏天得到
了充分锻炼，取得了长足进步。
辽宁男篮主教练杨鸣在接受采
访时坦言：“从夏季联赛到热身
赛，年轻球员都有进步，而国手
和 外 援 都 是 非 常 有 经 验 的 球
员。我相信，开赛前的磨合会达
到较好效果，我对新赛季的辽宁
男篮很有信心。”

和上赛季相比，辽宁男篮发
生了不小的变化。球员方面，这
个夏天引进了张陈治峰和张峻
豪两名国青队员，高诗岩正式转

会山东队，朱荣振租借期满回归
山东队，刘志轩和王化东分别加
盟江苏队和福建队。另外，辽宁
男篮俱乐部总经理李洪庆离职，
老帅蒋兴权功成身退，离开顾问
岗位退休。可以说，从管理层、
教练组和球队阵容，辽宁男篮都
进行了调整。

在篮球评论员牛洪波看来，
功勋教练蒋兴权离队可能对辽宁
男篮带来一定影响。“杨鸣无疑是
国内年轻教练的佼佼者，他率队
连续夺得全运会金牌和 CBA 总
冠军，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执教水
平。但蒋指导退休之后，杨鸣身
上的担子更重了。训练和比赛是
一方面，而在球队的日常管理方
面，会对杨鸣提出更高的要求。”
牛洪波如此表示。

迎回主力阵容 即将踏上新赛季征程

杨鸣：我对球队很有信心
本报记者 李 翔

10 月 2 日，辽宁男篮将踏上
新赛季征程。作为卫冕冠军，辽
宁男篮在新赛季前景如何？会给
人们带来哪些惊喜？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多名篮球专家表达了
自己的看法。

宋翔：最期待张镇麟的表现
篮球评论员宋翔一直关注辽

宁男篮，对于辽宁男篮这个休赛
期的操作，宋翔给予了很高评价：

“获得上赛季总冠军后，辽宁男篮
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阵容的
完整。应该说，辽宁男篮在这个
夏天的签约工作是很成功的，几
乎保留了全部主力阵容，这是他
们卫冕总冠军的重要基础。”

宋翔坦言，对于辽宁男篮而
言，也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比
如，赵继伟和郭艾伦随中国男篮
出战世预赛与亚洲杯，整个夏天
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与调整，在
新赛季初期可能遇到提前到来
的疲劳期。”

“新赛季，我个人最期待张镇
麟的表现。”宋翔告诉记者。过去
两个赛季，张镇麟已在兑现自己
的天赋。这个休赛期，张镇麟前
往美国特训，归来后球衣号码从
7 号变成 77 号，新赛季他的表现
能否更上一层楼，让人非常期
待。“经过这个夏天的特训，以及
代表太阳队出战夏季联赛，回来
后的张镇麟让人感觉到身体更加
强壮，自信心也更强了。此前两
个赛季，张镇麟每年都有进步，今
年是他进步幅度最大的一年。张
镇麟在这个休赛期的提升，是他
在新赛季表现的重要基础，而这
也将令辽宁男篮受益。”宋翔说。

牛洪波：辽篮需要“减压”
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在

篮球评论员牛洪波看来，作为卫
冕冠军，辽宁男篮新赛季会面临
诸多挑战。“外界关注辽宁男篮是
好事，但无论媒体还是球迷，大家
还是要冷静地看待辽篮新赛季的
前景，期望值不要过高，一定要掌
握好‘度’。”

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辽篮主
帅杨鸣也表示，球队新赛季要抱
着冲击各支强队的态度去拼搏，
而不要有“保冠军”的心态。牛洪
波对此十分赞同：“冲击总冠军，
是辽宁男篮每一年的目标，无论

最终能不能拿得到，大家都要有
一个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千万不
要认为辽篮一定是总冠军，拿不
到总冠军就不行。”

近几个赛季，CBA 各队都进
入新老交替阶段，以易建联为代
表的一代球星逐渐离开高光区，
孙铭徽、徐杰、郭昊文、余嘉豪等
新生代球员的崛起势头非常迅
猛。在牛洪波看来，新赛季 CBA
格局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这
势必给辽宁男篮等传统强队带来
更大的冲击。“一方面，大家应该
对辽宁男篮充满信心，相信辽宁
男篮，并且给予支持。另一方面，

如果真正关爱辽宁男篮，就别把
‘蝉联’‘卫冕’这样的话总挂在嘴
边上，不要给球队施加太大的压
力。”牛洪波如此表示。

刘欣然：抓紧时间磨合
“新赛季，我对辽宁男篮的年

轻球员非常期待，因为从夏季联
赛到几场热身赛，辽篮年轻球员
的进步比较明显。”篮球评论员、
前辽篮球员刘欣然对记者说，“但
热身赛和常规赛是两码事，新赛
季开始之后，这些年轻球员能否
真正顶上来，起到奇兵的作用，还
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在第一次夺得 CBA 总冠军
的那个夏天，辽宁男篮多名主力
入选国家队，客观上给球队的新
赛季备战带来很大影响。第二次
夺得CBA总冠军之后，辽宁男篮
面临相似的处境。刘欣然直言：

“这个夏天，辽宁男篮有3名队员
随国家队征战，尤其是郭艾伦和
赵继伟一直在比赛，几乎没有休
息，非常疲劳。另外，张镇麟前往
美国特训，最近才回国与辽篮完
成签约。这几名球员都是辽宁男
篮的重要球员，但他们一个夏天
都没有与辽篮一块儿训练，在距
离新赛季开幕不到半个月的情况

下，球队能磨合到什么程度，还是
让人有些担心。”

新赛季揭幕战之前，辽宁男
篮还有两场季前赛要打，分别是
10 月 6 日对阵深圳队，10 月 7 日
对阵山东队。

在刘欣然看来，这两场比赛
对辽篮而言非常宝贵。“10 月 10
日，辽篮就要迎来揭幕战，留给
球队磨合的时间不多了。这两
场热身赛，是非常好的以赛代
练的机会，辽宁男篮一定要利用
好这两场热身赛的机会，这样才
能以良好的状态迎接新赛季的
挑战。”刘欣然说。

新赛季，辽宁男篮保留了上
赛季的夺冠班底，确保球队在争
冠阵营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
内线轮转和板凳深度这两个问
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将决定辽
宁男篮在新赛季能够走多远。

过去的10余个赛季，韩德君
一直是辽宁男篮五号位当仁不
让的主力，他从一个青涩的大学
生球员，成长为 CBA 顶级中锋。
不过，毕竟韩德君已经年满 35
岁，上赛季他出场时间下降至
21.5分钟，场均得分10.3分，为近
12 年最低。从比赛过程不难看

出，尽管韩德君在篮下依然具有
威慑力，但他在高强度的对抗中
显得有些吃力，无论是从球队整
体考虑，还是为球员职业生涯考
虑，韩德君在新赛季的出场时间
恐怕会进一步受到限制。

在朱荣振离开、莫兰德第一
阶段无法归队的情况下，辽宁男
篮内线轮转阵容将面临严峻考
验。“即便莫兰德归队，辽宁男篮
在五号位的人员轮转也是一个
问题。毕竟很多 CBA 球队在这
个夏天补强了内线，包括过去 4
个赛季一直使用‘双小’外援配

置的广东队也引进了大外援。
在强强对话中，辽宁男篮的内线
还能不能占据优势，这很大程度
上 左 右 辽 宁 男 篮 新 赛 季 的 前
景。”篮球评论员牛洪波直言。

过去的10年里，辽宁男篮保
持相对稳定的国内球员阵容，创
造了非常辉煌的战绩。但牛洪波
坦言，和很多 CBA 球队相比，辽
宁男篮的主力球员年龄偏大，这
在漫长的赛季中是一个隐患，“球
员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伤病问题，
老队员尤其如此，他们更容易受
伤，受伤后恢复起来也要比年轻

球员慢一些。”事实上，在过去的
几个赛季，辽宁男篮不止一次遇
到主力球员遭受重伤的情况。

辽篮的主力阵容在 CBA 联
赛中仍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篮球评论员、前辽篮球员刘欣然
直言：“就内线来说，韩德君和李
晓旭仍然是国内一流的内线球
员。他们的个人能力和经验都
没有问题，但竞技体育的规律摆
在那儿，不可能要求他们有10年
前一样的体能和对抗能力。”

在业内人士看来，主力阵容
和替补阵容实力差距较大，有可

能会成为新赛季困扰辽篮的因
素。“辽篮的国内球员实力强大，
放眼整个 CBA 难逢对手。如果
他们整个赛季都保持健康，从常
规赛打到季后赛，甚至总决赛，
球队的战绩当然没问题。一旦
主力阵容出现伤病，年轻球员能
不能顶上来，就很难说了。”牛洪
波坦言，“在年轻一代球员里，张
镇麟和付豪非常出色，但只有他
们俩是不够的。如果再有那么
两三个年轻球员站出来，让他们
显得不那么孤单，相信辽宁男篮
的实力一定可以再上一层楼。”

内线轮转+板凳深度

两短板有待辽篮补齐
本报记者 李 翔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望闻问切 篮球专家话前景
本报记者 李 翔

蒋兴权退休后，杨鸣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新赛季，郭艾伦、韩德君、赵继伟仍是球队的主心骨。

作为年轻球员的代表，张镇麟、付豪进步显著。

在辽篮力争卫冕的道路上，“拦路虎”不在
少数。无论是“十一冠王”广东队，新晋豪门上
海队，拥有诸多年轻才俊的浙江双雄，还是新疆
队、北京队、深圳队，都有着不俗实力。如果本
赛季总冠军最终从这些球队中产生，并不会让
人感到意外。

篮球评论员宋翔认为，广东队和浙江广厦
队与辽篮同属争冠集团，上海队与浙江稠州队
靠近争冠集团。“广东队在失去周鹏以及外援发
生变化后，球队实力有所下降，球队打法也可能
进行调整，充满未知；浙江广厦队虽然胡金秋腿
部骨折，会影响第一阶段，但毕竟赛季漫长，该
队仍位列争冠集团；浙江稠州队变动较大，该队
前景较难预测；通过休赛期的引援，上海队继续
提升实力，纸面上已经具有争冠实力，但球队的
磨合以及化学反应方面，存在一定的变数。”宋
翔这样告诉记者。

再看其他球队，北京队、深圳队和新疆队都
具有夺冠“搅局者”的实力，篮球评论员牛洪波
看好新疆队：“新疆队拥有很多青年才俊，国内
球员年龄结构很合理，新引进的两名外援拥有
很强的实力，该队具备成为‘黑马’的潜质。”

盘点争冠对手
本报记者 朱才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