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赛季 10 大比赛

凯尔特人 vs 骑士
时间：10 月 18 日
直播平台：腾讯体育
看点：上赛季东部决赛的两支
球队相遇，詹姆斯和欧文之间
的个人对决将成为焦点。

火箭 vs 勇士
时间：10 月 18 日
直播平台：腾讯体育
看点：NBA 新赛季西部第一
场比赛，“灯泡”组合率领的火
箭能否击败卫冕冠军勇士？

森林狼 vs 马刺
时间：10 月 19 日
直播平台：腾讯体育
看点：新科“四巨头”能在西部
取得什么样的成绩，马刺是一
个很好的试金石。

尼克斯 vs 雷霆
时间：10 月 20 日
直播平台：腾讯体育
看点：重返麦迪逊花园的安东
尼将会迎来球迷的掌声还是
嘘声？

勇士 vs 马刺
时间：11 月 3 日
直播平台：腾讯体育
看点：上赛季西决首场，伦纳
德投篮落地时踩在了帕楚里
亚的脚上导致报销。这场比赛
也成为马刺的“复仇之战”。

森林狼 vs 勇士
时间：11 月 9 日
直播平台：腾讯体育
看点：勇士“四巨头”，和巴特
勒、唐斯、维金斯和蒂格组成
的森林狼低配版“四巨头”之
间的较量。

76 人 vs 湖人
时间：11 月 16 日
直播平台：腾讯体育
看点：两支重建球队相遇，同
时也是状元秀和榜眼之间关
于最佳新秀的争夺战。

勇士 vs 雷霆
时间：11 月 23 日
直播平台：腾讯体育
看点：一年之前杜兰特弃雷霆
加盟勇士，从而取得冠军并加
冕总决赛 MVP ，而威少也成
为了常规赛 MVP，两个 MVP
之间的竞争足够激烈。

骑士 vs 勇士
时间：12 月 26 日
直播平台：腾讯体育
看点：两支球队之间的相遇从
来不缺少火花，何况是万众瞩
目的圣诞大战。去年圣诞大战
欧文读秒绝杀勇士，现在谁能
站出来帮助詹姆斯对抗勇士？

骑士 vs 凯尔特人
时间：2018 年 2 月 12 日
直播平台：腾讯体育
看点：欧文重返速贷球馆，小
托马斯预计已经伤愈复出，小
托马斯与欧文之间的对抗也
是本场比赛的焦点之一。

备注：主队在前。
见习记者 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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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 NBA 新赛季的看点，
无论各支球队的竞争再怎么激
烈，周琦在火箭的表现无疑是国
内球迷最关注的。然而，周琦第
一个赛季很可能会长时间坐在
替补席上。

第一场季前赛打雷霆，周琦
替补出战 5 分钟，1 投 1 中得到 3
分 2 个篮板 2 个盖帽；第二场打

上海男篮，周琦出场接近 12 分
钟，拿到 8 分 3 个篮板和 1 个盖
帽。从夏季联赛到季前赛，周琦
还要花很长时间适应球队的体
系和 NBA 的防守强度。

赛季开始前德帅已经基本
确定了轮换阵容，算上保罗，总
共有 9 个人，分别是，哈登、保罗、
阿里扎、安德森、卡佩拉、戈登、

巴莫特、塔克和内内。没有周琦？
对，周琦直到比赛最后的垃圾时
间才登场，已能说明问题。

当然，中国球迷也不用就此
泄气。尽管新赛季周琦不能经常
出现在赛场上，但是他的前景还
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首先，漫长的 82 场常规赛充
满变数，即便是固执如德安东
尼，也会根据球员的具体状态和
伤病等因素，对名单进行调整。

其次，周琦有一个正确的心
态，还有受人待见的好性格。当
初姚明能够迅速立足 NBA，就是

用自己的谦虚和幽默很快融入
这群黑人兄弟的阵营。周琦透
露，他现在和火箭队内每个人的
关系都很好。在集体项目中，队
员是不是有个好人缘的确太重
要了，毕竟这些大腕们肯不肯在
场上提携一把、多传几个好球、
多开导几句，直接决定了周琦的
数据和在队中的地位。

中国的媒体和球迷，要认识
到一名新秀球员在 NBA 成长的
客观规律。即便新赛季大部分时
间里看不到周琦在场上，鼓励要
比哀叹更能帮助到周琦。 综合

上个赛季，光一个杜兰特就让NBA赛
场之外热闹得不亦乐乎！本赛季，新增话
题首当其冲就是詹姆斯与欧文的恩怨。尽
管在外人看来，有了詹姆斯重返骑士队以
后，欧文才得以打进总决赛，摘取总冠军；
尽管在球迷看来，在詹姆斯身边打球，既
能赢球又能增加曝光率，而且詹姆斯还特
喜欢替兄弟争取利益；但欧文自己却不这

么看。球迷们看到的只有球场上和媒体上
的表现，私底下球星们之间关系如何，其
实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欧文也是如人饮
水冷暖自知啊！

杜兰特肯定会成为另一大热门话题。
本来夺冠之后，如果杜兰特选择低调，他
投奔勇士的话题就会慢慢淡下去了，可杜
兰特在暑期选择了开启“大嘴模式”，不仅

饱受讥笑，还让他与库里以及勇士全队的
关系蒙上阴影。这下好了，新赛季杜兰特
会继续留在聚光灯下，威杜、库杜都会成
为球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安东尼、保罗、小托马斯、韦德等球星
与原东家的恩怨也会成为场外话题。反正

“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让我们这些吃瓜
群众都搬好马扎，静等大戏开场吧！

□吹尽黄沙

10 月 18 日，新赛季的 NBA 就
要正式拉开战幕。经过一个堪称波
澜壮阔的夏季休赛期，惊天动地的
交易接二连三，NBA 诸强大都改
头换面，新赛季格局有变
化，球队之间的强弱胜
负更加难以预料。对
于新赛季，有三大
特点值得关注。

待检验：新“N 巨头”仍待检验

话题多：场外话题多

周琦 NBA 前景如何
冷板凳成为首要考验

东弱西强的格局进一步加剧，虽然勇
士骑士“二士争冠”的局面难以改变，但杜
兰特引发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发威，球星
扎堆更进一步，让NBA常规赛阶段的看点
更加集中。尤其是西部，几支球队补强之
后，实力大增，已经对东部形成了压倒性的
优势。

火箭引进了保罗之后，组成了“灯泡”
组合，成为 NBA 这个夏天的第一个热点。
可惜，火箭队的引援工作前紧后松，“安灯
泡”工程嚷嚷了那么久还是黄了。但即便如

此，火箭队的补强还是得到了球迷和媒体
的认可，ESPN 等很多媒体都在预测分析中
把火箭队摆在了仅次于勇士的第二位。

雷霆的运作果然雷霆万钧，先是抢来
了最受关注的“泡椒”乔治，又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换来了安东尼，一下子轰动圈内
外。雷霆本来就是很受关注的球队，现在
更加引人注目，再加上威少与杜兰特的恩
恩怨怨，先不论实力，在看点上雷霆已经
超越火箭，直升前三。

东西部两冠军本来是最应该保持阵

容稳定的。勇士队靠杜兰特降薪自己解决
了问题，骑士队却因为欧文的主动出走掀
起了风波。骑士与凯尔特人互换了主力控
卫，又一口气引进了韦德、罗斯等大牌球
星，新赛季摩拳擦掌。得到了欧文的凯尔
特人也志向不低，海沃德加盟后他们也憋
足劲儿挑战詹姆斯的骑士队呢！

再加上老牌劲旅马刺和多年来被寄
予期待的森林狼，新赛季的豪强更加强大
夺目。如果你是一个 NBA 新球迷，就挑着
这几支队伍看好了。

更集中：看点更集中

组建了“三巨头”的雷霆队首当其冲。
很多球迷和媒体分析认为，论账面实力，
雷霆已经不输于任何其他球队，就连卫冕
冠军勇士，恐怕也要差那么一点儿。但同
样多的人也认为，账面实力终究是账面上
的，雷霆“三巨头”能配合成啥样，还真说
不准。果不其然，季前赛雷霆并没有达到
预期，三巨头的配合也须假以时日。

骑士队虽然球队基石詹姆斯仍在队
中，并且已经表达了“终老克城”的意向，但
欧文的出走仍给他们的新赛季前景增加了

很多不确定性。球队新增了小托马斯、韦
德、罗斯等球星，从知名度上看，减一增三，
显然实力更强。但也必须看到，韦德、罗斯
都已不在巅峰时期，小托马斯又受困于伤
病，新赛季新阵容表现如何，还需观察。

除了场上因素，大牌云集的球队场外
因素也很重要。雷霆要看威少如何与乔治、
安东尼相处，从过去的报道情况看，三个人
脾气都不小，性格也都不是“温良恭俭让”
的样子，他们三位能不能处成兄弟，真还让
人捏把汗。骑士队的球星们也有很多隐藏

的矛盾，比如首发阵容就让人挠头，再加上
小托马斯以前是个地地道道的“詹黑”，现
如今成了队友也没有改变的迹象。这些，恐
怕都会成为骑士“豪华战车”上的暗伤。

另外，这个夏天，快船、湖人、爵士、篮
网、步行者、尼克斯、凯尔特人、老鹰和公
牛都更换了球队老大，称得上是巨变最多
的夏天。但这些球队普遍实力不足，除了
凯尔特人以外，其他球队都很难让人眼前
一亮，新的核心还需要积蓄能量，期待着
一飞冲天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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