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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比球衣退役
门票飙升四倍

湖人将会在北京时间12
月 19 日对阵勇士的比赛前退
役科比的8号和24号两件球
衣。随之而来的是，这场比赛
的球票价格也为之暴涨，从
之前最便宜的 127 美元(约为
830 元人民币)突增至 550 美
元(约为 3593 元人民币)，急速
飙升了四倍。其中均价达到
988 美元 (约为 6455 元人民
币)，仅逊于勇士和骑士的圣
诞大战。

将时光追溯到 2016 年，
科比生涯最后一战的门票同
样暴涨，最便宜的门票从 125
美元涨到了 500 美元，有球迷
为了观看科比的最后一战，
甚至不惜花费 55000 美元(当
时约合 35 . 5 万元人民币)买
了斯台普斯中心的两个场边
座位。

尽管已经退役一年多，
但球迷心中的那份情怀始终
未变，一票难求的场面恰恰
也说明了科比的影响力和历
史地位。 综合

从8号到24号
科比给出答案

科比将成为湖人队史第
十位退役球衣，也是 NBA 史
上首位在同一支球队中同时
退役两件球衣的球员。

刚进联盟的时候，科比
身穿的是 8 号球衣，之所以选
择这个号码，科比给出的解
释则是，他在成为职业球员
前参加阿迪达斯训练营，当
时身穿的号码是 143 号。科比
加盟湖人后选择 8 号，则因为
8 是 1、4、3 之和。

2006 年，科比季后赛首
轮输给太阳队之后，科比决
定更换号码，迎接一个新的
开始。科比换号之所以选择
24 号，科比的解释是：“ 24 号
的意义就是 24 小时。我希望
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
篮球当中，这就是我选择 24
号的原因。如果不能全身心
认真投入，我就不是科比。24
是我的最佳诠释。” 综合

科比后会是谁
加索尔希望大

在12月19日湖人退役科
比球衣后，球队退役号码清单
上下一个名字已经浮出水面，
那就是大加索尔。加索尔在湖
人效力7个赛季，立下赫赫战
功，在2009和2010年两次帮助
球队获得总冠军，被科比视为
自己职业生涯最佳队友。

而且，加索尔职业生涯
也配得上湖人退役球衣的标
准，他获得 2 次总冠军，6 次
当选全明星，4 次入选最佳阵
容。更重要的是，加索尔是
NBA 中国际球员的代表，地
位跟诺维茨基、吉诺比利一
样，都是最伟大的国际球员
之一，属于标杆级别。

不过在今年夏天，加索
尔和马刺签署了3年价值4800
万美元的合同。也就是说，加
索尔在NBA还会再打三年，
湖人要退役他的球衣，至少
也是三年后的事情了。

肖恩

科比在最近这一年里，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次数已经很少了。
最近几次科比的消息让人啼笑皆非。先是“科比胖了”，没多久又是“科比瘦回去了”。

好吧，毕竟这是科比，不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胖胖瘦瘦也就在一念之间。
一直到最新的消息传来，湖人将在今年12月19日的主场比赛中退役科比的号码。不是

一个号码，而是8号和24号，两个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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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衣退役是最后晚餐？

人走茶凉，这在体育行
业，尤其是职业体育中几乎
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年红透半边天的格
兰特·希尔，现在的情况怎
么样？在哪里工作？新一代
的球迷根本不关心。

当年号称最受欢迎控
卫，就连一双球鞋都引发
争抢的便士哈达威，恐怕
对于大多数新生代球迷来
说只是一个NBA历史名人
而已。

就算是NBA历史第一
人迈克尔·乔丹，也已经成
为过去式。这样的言论最
近在国内著名的几个篮球
论坛上已 经 看 到 过 好 多
次：“乔丹又不会三分，他到
现在的NBA打球能比库里
强么？”

当这种情况最早出现
的时候，有人还会义愤填膺
地发帖，试图用数据用战绩
甚至用录像做成动图来说
服对方。可惜的是，这种努
力往往是无用功，没经历过
那个铁血的年代，没浸入过
比赛本身，别人说再多，也
是徒劳。

而科比，目前就站在悬
崖边上。

球衣退役是一名球员
的至高荣誉，但是却也正式
宣告了一名球员和NBA的
告别。扯起虎皮做大旗固然
威武霸气，但是你可曾想过
那只被扒了皮的老虎的感
受？正如同画中的耶稣一
样，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
局，并将一切告知了自己的
弟子。而后，静静地看着，那
些拥护自己的，出卖自己
的，跟随自己的，反对自己
的世间百态。

花开花落，星耀星灭，
也许这次球衣退役，是科比
最后一次正式地，官方地出
现在湖人的球馆里。我们能
记住他的五个总冠军，两个
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一个
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十八
次全明星首发，十二次年度
最佳防守阵容，十五次年度
最佳阵容。

但是在可怕的时间面
前，这些纪录终究会变得斑
驳，纵然不变，却已不再鲜亮。

忘记那些阿拉伯数字

要不是相关规定，一定在
“忘记那些”和“阿拉伯数字”
中间加上一连串的词。每次说
起乔丹，都是他的六个总冠
军，六个总决赛MVP；说起张
伯伦，都是单场一百分，赛季
场均五十分和二十五个篮板。
就连勒布朗·詹姆斯，斯蒂芬·
库里，凯文·杜兰特，也逃脱不
了在每篇提到他们的文章中
与数字作伴的命运。

还记得8月初的时候，科
比在社交媒体晒出自己的照
片，科比的啤酒肚和微微有些
发福的身材刷爆网络。当时科
比就表示，不就是啤酒肚么，
给他30天的时间。

三十天时间过去后，科比
前往好莱坞剧场演绎《Dear
Basketball》时，明显瘦了一圈，
至少那个突出的啤酒肚早已
消失无踪。

有过减肥经历的人都知
道，三十天减掉一定的分量比
较容易完成，三十天减掉自
己的啤酒肚，绝对需要对自
己够狠。这就是曼巴精神的
体现，对别人狠，对自己更
狠，而此事发生的时间，距离
科比正式退役已经过去一年
多了。

当年击败湖人夺冠的活
塞主力分卫汉密尔顿是科比
高中时期的好友，当时科比就
跟汉密尔顿说：“我等不及
了，我要去对抗迈克尔·乔
丹、斯科蒂·皮蓬、哈达威。”
汉密尔顿按部就班进入了大
学打NCAA，而科比已经以高
中生的身份进入NBA。1999年
夏天，即将进入NBA的汉密尔
顿给科比打去电话，炫耀自己
代表康涅狄格大学，击败杜
克大学获得的NCAA冠军。当
年的科比呵呵一笑：“相信
我，我很快就要NBA两连冠
了。(当时科比还没有拿到过
一个总冠军)”

汉密尔顿付之一笑，没
想到两年后，科比将豪言壮
语变成了现实。湖人在科比
和奥尼尔的帮助下，连续拿
到了2000年、2001年和2002年
三年的总冠军。科比不仅兑
现了自己的话，而且还多附
送了一个总冠军。

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
现了呢？

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过去各种见诸报端的
新闻中，我们总能看见关于科
比孤僻高傲不合群的消息。什
么死亡之瞪，怒骂队友，气走
奥尼尔，和霍华德不和。似乎
科比早就已经成为一个天煞
孤星，众叛亲离。

但是不知道球迷们有没
有想过，这一切也许真的不是
因为科比难以相处，而是大多
数人压根就无法跟上科比的
脚步。

汉密尔顿曾经回忆，在他
和科比十六岁的时候去参加
一场比赛。赶赴比赛的路上，
汉密尔顿对科比说：“打完比
赛去哪儿玩玩？”科比直接回
应：“我想去，但是我得回去看
录像，冰敷膝盖。”

这时候的科比，只有十六
岁而已。

作为乔丹和科比两个人
的主帅，菲尔·杰克逊曾经表
示：“乔丹的确痴迷于篮球，
但是乔丹的爱好还很广泛，
高尔夫，扑克，棒球，赌博。而
科比，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
小时，他都在做和篮球相关
的事情。”

和科比分道扬镳的奥尼
尔也曾经表示：“我差不多每
年要开三十场聚会，科比从来
不参加。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算了吧，哥们儿，我这么酷，
去什么宴会？我们有时候凌
晨两三点玩完回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科比和他的训练
师已经准备好出发了。我
们目瞪口呆，这个点儿就
出发了？因此他有着非
常，非常，非常疯狂的
工作热情。”

德怀特·霍华德和
科比交恶的原因大抵
也源自于此。霍华德是
个什么事情都嘻嘻哈
哈的大男孩，而科比对
待比赛的认真态度，
让他们两个人就好
像油和水一样，永
远不可能融合。

所以科比并
非没有朋友，而
是 身 边 的 人 没
有 几 个 能 够 跟
上他的节奏。

道不同，不
相为谋。

科比就是我们的乔丹

“科比就是我的乔丹。我看乔
丹的比赛并不多，科比才是我的乔
丹。我记得小时候在家里，和我的
母亲、奶奶、父亲一起，看着科比获
得一个个总冠军，就开始崇拜他
了。每当比赛结束后，我都会去院
子里模仿他刚刚的动作。我不是说
他比乔丹要强，但是于我而言，科比
是我成长以来所崇拜，所追逐的那
个人。他是我的标杆。他曾经是最好
的球员，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

保罗·乔治的这番话，说出了
大多数同龄球员的心声。

在美国体育画报一篇关于科
比的长篇报道中，引用了一位联
盟中不愿透露姓名的总经理说的
话：“你知道乔丹退役后的生活多
么艰难么？那么对于科比来说，这
种情况只会更糟糕。毕竟，乔丹还
有高尔夫和扑克。”

这也许是为什么科比会这么
快消灭啤酒肚的原因。

让我们将时间往前拨到2017
年的12月19日，地点转换到洛杉矶
的斯台普斯中心。那个时候的科
比，将会再一次成为世界篮球迷聚
焦的中心，爱他也好，恨他也罢，这
都是最后的机会。就如同科比自己
曾经说的：“如果你嘘我嘘了十八，
十九年，那就嘘上二十年吧。”

如果你已经嘘了二十年，那
么，请继续。 腾讯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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