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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大师萧华
引领 NBA 不断前行

东西部差距仍在
季后赛改革困难

詹皇赞同 NBA 改革
批全明星赛很糟糕

2017-2018赛季
NBA各大奖项预测
常规赛MVP：

哈登、詹姆斯、威斯布鲁克

哈登上赛季和威少的MVP之
争持续了一个赛季，如果哈登还
能保持上赛季的伟大表现，你很
难不把选票投给他。至于詹姆斯，
一贯稳定的数据表现和场上影响
力，如果不是审美疲劳，詹姆斯的
常规赛MVP奖杯可能不止4座。而
上赛季力压哈登取得MVP的威斯
布鲁克，连庄则需要提升自己的
效率以及帮助球队更进一步。
最佳主教练：

史蒂文斯、波波维奇、德安东尼

本赛季如果能带领球队在战
绩上取得更优秀的成绩，史蒂文
斯或许会荣膺这个奖项。与詹姆
斯的稳定一样，波波维奇的执教
战绩也同样使人信服，一旦马刺
在力压勇士取得西部常规赛第
一，波波维奇将再次当选。上赛季
率领火箭取得优异战绩的德安东
尼荣获了这一奖项，而本赛季如
何处理“灯泡”组合之间的球权分
配问题将成为德帅再次当选的关
键所在。
进步最快球员：

约基奇、波尔津吉斯

约基奇上赛季已经是这一奖
项的候选人之一。由于上赛季初
期出场时间受限使得他的数据最
终定格在16 . 7分、9 . 8个篮板和4 . 9
次助攻，本赛季不再受时间限制
的约基奇或许会迎来数据上的爆
发。安东尼终于离开了尼克斯，这
也表明了球队最终确立了以波尔
津吉斯为核心的建队思路，再加
上罗斯的离去，波尔津吉斯将获
得大量的球权，上个赛季18+7的
他很有可能迈进20+10的行列。
最佳新秀：

鲍尔、富尔茨

毫无疑问，状元富尔茨和榜
眼鲍尔将成为这一奖项的有力争
夺者，不过由于76人还拥有多位
年轻球员以及同样是状元秀的西
蒙斯，而鲍尔很可能首赛季就成
为球队的核心之一，使得鲍尔对
这一奖项更具争夺力。
最佳第六人：

JR·史密斯、埃里克·戈登

JR·史密斯在2012-2013赛季

就曾是这一奖项的获得者，韦德
的加入使JR·史密斯又回到了替
补分卫的位置，然而韦德毕竟岁
数大了，场均上场时间不会很多。
所以说，替补登场的他有再次赢
得这一荣誉的机会。新赛季，戈登
在火箭依旧只能打替补，不过传
球大师保罗的到来将进一步释放

戈登的投射能力，如果能帮助球队
取得更进一步的战绩，戈登极有可

能卫冕这一奖项。 综合

NBA新赛季4大新规
“骑马勇”皆遭针对

隔见习记者 魏露

新赛季即将开始，除
了球员球队之间的相互
较量外，休赛期NBA联盟
出台的几项新规也是新
赛季的一大看点。从选秀
到全明星，以及轮休和比
赛时间过长，NBA针对各
种问题做出了相应的改
变。这些改变或多或少会
对一些球队或者球员产
生影响，例如限制轮休政
策的出台就使得以马刺
为首的“轮休大队”再也
不能肆意妄为的让明星
球员坐在板凳上。

亚当·萧华 2014 年接替
斯特恩担任 NBA 总裁，当时
很多人担心他无法像斯特恩
一样领导 NBA 创造辉煌。不
过上任 3 年以来，萧华继承了
斯特恩雷厉风行的作风。并且
针对 NBA 长期存在的各种问
题制定了多种改革措施。

这些改革措施中包括取
消分区头名自动进入前四的
规定，避免了马刺首轮遭遇快
船的尴尬。在萧华的主导下，
NBA 学习了奥斯卡的典礼颁
奖形式并在今年大获成功。

本赛季萧华又主导了赛
程改革、选秀制度改革以及打
击轮休等，在很大程度上保证
了 联 赛 的 公 平 性 。萧 华 在
NBA 取得的成绩也让他在
2015 年当选为全球 50 位最杰
出的领袖人物之一。 综合

一直以来，西部球队整体
实力强于东部球队成为公认
的事实，上赛季东部常规赛冠
军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战绩
在西部只能排到第四位。

为此 NBA 主席亚当·萧
华在中国赛期间接受采访的
时候表示：“我们正在考虑对
季后赛进行改制，我们觉得常
规赛的赛程需要重新规划。目
前现在的赛程并不平衡，如果
我们让总排名前 16 位的球队
进入季后赛，那么我们必须改
变赛程，从而保证每支球队赛
程都会相对公平”。

正如萧华所言，如果总排
名前 16 的球队进入季后赛，
那么则需要平衡常规赛赛程。
因为现有赛程下，联盟东西部
两个球队之间一个赛季交手 2
次，同赛区的球队之间交手则
高达 3-4 次。这样的赛程也是
出于球队主客场之间往返便
利考虑。所以说，东西部之间
的差距将继续存在。 综合

据 ESPN 记者大卫·麦克
米纳民报道，勒布朗·詹姆斯
最近两周首次公开讲话，发表
了对全明星改革的看法，他认
为这不是一个坏主意。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坏主
意，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
了。在过去几年，从竞技角度
来说，全明星赛真的非常糟
糕，总得试着做出一些改革。
就像扣篮大赛一样，曾经非常
风光和吸引人，最后衰落了，
我们做出了一些改革，然后情
况变好，如此往复。”詹姆斯如
此说。

以往全明星赛的时候，双
方都是前三节放水，但到第四
节比赛过后，双方从教练到球
员都会真打，争夺最后的胜利
和全明星 MVP 归属。但近年
全明星赛双方只在比赛中表
演得分，让比赛味同嚼蜡。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詹姆
斯新赛季将出任东部全明星
队长。如果韦德、保罗、安东尼
都入选全明星的话，詹姆斯可
以挑选他们组成风尘四侠，让
球迷们一饱眼福。 腾讯体育

2016-2017 赛季各大奖项归属

常规赛 MVP：
拉塞尔·威斯布鲁克(雷霆)
最佳主教练：
迈克·德安东尼(火箭)
进步最快球员：
扬尼斯·阿德托昆博(雄鹿)
最佳防守球员：
德拉蒙德·格林(勇士)
最佳新秀：
马尔科姆·布鲁戈登(雄鹿)
最佳第六人：
埃里克·戈登(火箭)

76人近年战绩和选秀顺位

赛季 战绩 选秀顺位

2013-2014 19 胜 63 负 3

2014-2015 18 胜 64 负 3

2015-2016 10 胜 72 负 1

2016-2017 28 胜 54 负 1

新旧乐透区抽签概率

对比(括号内为旧概率)

战绩
倒数

状元(%) 前3(%) 前5(%)

Team1 14 . 0(25 . 0) 40(64) 100(100)

Team2 14 . 0(19 . 9) 40(56) 80(100)

Team3 14 . 0(15 . 6) 40(37) 67(96)

Team4 12 . 5(11 . 9) 37(38) 55(83)

Team5 10 . 5(8 . 8) 32(29) 44(55)

Team6 9 . 0(6 . 3) 28(22) 37(22)

Team7 7 . 5(4 . 3) 23(15) 32(15)

Team8 6 . 0(2 . 8) 19(10) 26(10)

NBA 新旧暂停规则对比

旧规 新规

暂停总数 18 次 14 次

长短暂停 90/20 秒 75 秒

最后三分钟 3 次 2 次

加时赛 3 次 2 次

NBA 近赛季轮休次数增长

赛季 轮休人次

2012-2013 8

2013-2014 42

2014-2015 79

2015-2016 145

2016-2017 300+

新规一：
调整选秀规则 抑制球队摆烂

受益对象：不愿摆烂的重建球队
受损对象：通过摆烂重建的小市
场球队

“摆烂”是 NBA 长久以来存
在的现象，意为一支球队通过故
意输掉一些比赛来换取新赛季
较高的选秀顺位。然而近年来

“摆烂”似乎成为了一种潮流，多
支球队常年选择“摆烂”严重影
响了 NBA 联赛的整体观赏性。
其中最疯狂的要数费城 7 6 人
队，为了争取高顺位选秀权，球
队近四个赛季仅有一个赛季胜
场数超过 20，甚至于 2015-2016
赛季创造了 10 胜 72 负的历史纪
录。因此联盟不得不改变规则抑
制这种现象。

根据旧的NBA选秀规则，战
绩倒数前三的球队获得新赛季
状元签的概率分别为25%、19 . 9%
和15 . 6%。在新规则中这一概率
统一变为14%，战绩最差的球队
保底顺位从前四变成了前五。此
番规则改动使得战绩差的球队
获得高顺位选秀权的概率明显
降低，再有球队选择“摆烂”就要
考虑一下其中的风险程度了。

新规二：
减少暂停 提升比赛流畅性

受益对象：观赛球迷
受损对象：转播方及赞助商

一直以来就有很多 NBA 球
迷抱怨比赛时间过长，48 分钟的
比赛看完需要 2 个小时甚至更
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暂停次
数太多，之前一场比赛最多暂停
18 次，长暂停 1 分 30 秒，短暂停
20 秒。但是由于球员上下场的拖
延，短暂停时间都长达 60 秒，再
加上数次的官方暂停，难怪连
NBA 人员也在抱怨。

这种现象极大的影响了比
赛的流畅性和观赏程度，所以
NBA 终于决定改变现有的暂停
制度。在新规则中，取消了长短
暂停之分，暂停统一为 75 秒，移
除第二节和第四节的官方暂停，
15 分钟的中场休息将从第二节
时间结束时计时。此外，比赛最
后 3 分钟和加时赛球队能使用
的暂停数从 3 次变为 2 次。

可以预测，这种改变将会使
得比赛更具有流畅性，极大的提
升了观众的比赛观赏性。暂停时
间的减少也会相应的影响到
NBA 联盟关于转播和赞助的收
入，不过相比于广大观众的需
求，这种影响也在 NBA 的接受
范围之内。

新规三：
全明星更改 提升比赛吸引力

受益对象：球迷
受损对象：无

近些年的全明星赛过度的
追求表演性质，失去了比赛本身
应有的对抗性，例如近两年全明
星赛尽管连续创造最高得分纪
录，但是由于缺乏对抗性一直被
球迷吐槽。

在新规则中，全明星东西部
先发以及替补的投票制度不变，
还是由球迷、媒体和球员共同投
票选择先发，替补则继续由教练
投票产生。但是比赛不再有东西

部之分，而是由东西部票王交替
从全明星中选取队友，如此就增
加了比赛的戏剧性和对抗性，也
让球迷一直期待的“风尘四侠”
有了同为队友的机会。

这种改变会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全明星吸引力下降的现象，
但是这种改变并不会停止。由于
东西部明星球员产生的制度没
变，类似利拉德这样的全明星遗
珠将仍然存在。未来，萧华肯定会
再次做出相应的规则改动。

限制球队轮休 保护球迷利益
受益对象：球迷
受损对象：“骑马勇”为首的轮休
大队

热火“三巨头”时代对阵马
刺的一场全美直播中，波波维奇
惊人地将“GDP”和多位球员一
起放在替补席上。这引起了转播
方和球迷的强烈不满，也让NBA
意识到轮休已经影响到了联盟
的利益。曾经有球迷在现场打出
标语表示，“为了看勒布朗，我花
了四个小时来到这里，用了 800
美元，而他却在家”。据统计，
NBA 近年健康球员轮休人次统
计已经由前些年的数十次增长
到 2015-2016 赛季的 100 多次，
而上赛季更是疯狂的攀升到 300
以上。

因此，NBA 联盟不得不出
台政策限制轮休，首先联盟禁止
有健康球员在全美直播中轮休，
否则将遭到联盟 10 万美元的追
罚。客队比赛中球队也不能轮休
多名球员，即使轮休也应让球员
坐在替补席上。新政一出，受影
响最大的当以马刺、勇士和骑士
为首的球队。

不过NBA联盟也并非一刀
切的限制轮休，毕竟球员轮休也
是出于赛程较紧等原因。为此联
盟也相应改变赛程，比如提前一
周开赛，减少五天四赛、七天五
赛和背靠背等赛程，使得球员难
以拿赛程当作轮休的借口。

新新赛赛季季詹詹姆姆斯斯很很难难再再像像这这样样悠悠闲闲地地坐坐在在替替补补席席上上。。

Statistics

新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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