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勇士想卫冕 关键在格林
□记者 李康培

新赛季NBA开赛第一天就
让球迷大饱眼福，卫冕冠军勇
士和火箭联手制造了NBA又一
场经典战役，恩怨、绝杀、逆转
都在比赛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展
现。对新赛季遭遇开门黑的勇
士而言，这场失利再度证明，卫
冕的关键人物其实是格林。

整场比赛，火箭只领先了
两次，一次是开局，一次是结
尾，加起来甚至不到一分钟。可
以说整场比赛火箭都是被压着
打，追赶得非常辛苦。好在依靠
替补席的优异发挥，“灯泡组
合”取得新赛季开门红。

勇士输球的一大原因，就
是格林因伤下场。在第三节格
林下场后，勇士再也没有人可
以像他那样不断补防，占据最
好的防守位置，并能切断哈登
和火箭队友之间的联系。

本赛季勇士的目标就是卫
冕 NBA 总冠军，他们也深知不
容易。所谓打江山易，坐江山
难。在过去的这个夏天，勇士留
下了上赛季夺冠的主力阵容，

杜兰特甚至降薪续约，给球队
腾出足够薪资空间。此外，勇士
还签下了尼克·扬这样的外线
射手，阵容实力可谓有增无减，
依然是当下 NBA 最强的球队。

相比起杜兰特和库里这样
的超级巨星，格林带给勇士的是
防守强度和精神属性。与火箭的
比赛格林虽然提前下场，但差点
就得到三双数据。从比赛第二节
开始，格林多次协防哈登取得成
功，让勇士连续打出反击并趁机
拉开比分。格林防守面积大，并
且加强了对火箭三分线进攻的
压迫。可以说在前两节，火箭的
进攻完全没有进入自己的模式，
打得非常难受。

失去格林后，勇士也失去
了强硬的防守，让火箭逐渐找
到节奏，逐渐将分差追上。常规
赛如此，季后赛以及总决赛更
是如此，格林对勇士而言是必
不可少的。如果库里和杜兰特
不在，勇士的进攻依然不成问
题，应对常规赛绰绰有余。可是
没了格林，想要战胜火箭、骑士
这样的强队就非常困难了。

其实输掉揭幕战对勇士而

言并非坏事，毕竟一个赛季非
常漫长，输球是常有之事。上赛
季，勇士也在新赛季首战输给
了马刺，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拾。当时格林曾表示，马刺给了
勇士上下一记响亮的耳光，告
诉他们夺冠是有多不容易。这
一次，火箭也给了勇士当头一
棒，证明西部榜首的位置不是
那么容易得到的。

这个赛季，西部多支球队
进行了大幅度交易，目标瞄准
的都是勇士。新赛季在卫冕的
道路上，勇士将会遇到比去年
更多的困难。目前骑士在东部
的实力一骑绝尘，他们代表东
部打进总决赛的难度并不大。
可勇士需要在西部面对火箭、
马刺、雷霆、森林狼的轮番围
剿，杀出重围异常困难。

所以对勇士而言，在常规
赛尽量放慢节奏，多轮换替补
球员，哪怕多输几场球也是完
全可以接受的。特别是在常规
赛，勇士没必要去超越那73胜
的纪录，搞得自己非常疲惫。笑
到最后，笑得最甜，总决赛战胜
骑士才是勇士赛季最高目标。

这一刻没有恩怨
詹皇探访海沃德

NBA新赛季揭幕战，比赛
在首节就出现意外，海沃德遭
遇严重伤病，脚踝部位90度弯
曲，之后被抬下场。在海沃德
倒地那一霎那，凯尔特人队医
迅速冲了过来，球员围在一起
祈祷。骑士球员则掩面不忍看
倒地的海沃德，观众默默在心
中祈祷。这样的场景在NBA极
少看到，现场所有人瞬间都知
道了海沃德这次受伤到底有
多严重。在经过双方队医检查
后，凯尔特人队官方宣布，海
沃德左脚脚踝骨折。

首节结束前2分38秒，詹姆
斯被换下场休息，通常情况
下，他会坐在板凳席上休息。
但由于心中牵挂海沃德，詹姆
斯径直走向了更衣室，探访海
沃德询问伤情，并鼓励他要振
作，祝福他尽快好起来。

另据现场记者透露，本场
休战的小托马斯也在更衣室
里陪着海沃德。小托马斯今夏
为凯尔特人游说海沃德加盟，
但没想到，小托马斯后来被交
易至骑士，两人从队友变成了
对手。 综合

头号詹黑讽詹皇
总亚军之路更轻松

公牛训练发生冲突
悍将被队友打骨折

公牛前锋米罗蒂奇和波蒂
斯在训练中发生冲突，两人互
相推搡，波蒂斯挥拳击中了米
罗蒂奇的面部。这一拳力量很
大，米罗蒂奇受伤被送往医院。

据悉，检查结果显示米罗
蒂奇面部有两处骨折。公牛官
方声明表示，米罗蒂奇是上颌
骨骨折，并伴有脑震荡。米罗
蒂奇可能需要动手术，休战多
久目前尚未确定，有知情人透
露可能需要数周的时间康复。

26 岁的米罗蒂奇上赛季
场均为公牛贡献 10 . 6 分、5 . 5
个篮板，他在 9 月与公牛续签
了两年总价 2700 万美元的合
同。22 岁的波蒂斯是 2015 年
首轮 22 号秀，上赛季场均得
到 6 . 8 分、4 . 6 个篮板。 综合

波士顿凯尔特人新援戈
登·海沃德在揭幕战首节便遭
遇左脚踝重伤，《福克斯体育》
记者、著名“詹黑”斯基普·贝勒
斯则借机又“黑”了一次勒布
朗·詹姆斯。

海沃德被确诊为左脚踝
脱臼和胫骨骨折后，许多NBA
球员和相关人士纷纷在社交
媒体上为海沃德祈福。但《福
克斯体育》记者斯基普·贝勒
斯却有些“冷血”，他表示：“如
果海沃德倒下了，也许这个赛
季都报销了，那么詹姆斯通往
第六次总决赛输球之旅的道
路会更加轻松。”

这条推特引起了很多人的
不满，因为贝勒斯不仅没有表
示出对海沃德的关心，还将伤
情描述为“可能报销”的严重程
度，更为甚者，贝勒斯直接认为
詹姆斯在羸弱的东部能够进入
总决赛，最终还是会第六次输
掉总决赛。 腾讯体育

NBA新赛季十大待冲击纪录
备受瞩目的 NBA 新赛季已

经打响，30 支球队已整装待发，
向着各自目标昂首前进。在新赛
季，必定会有一些纪录被打破。

勇士冲 73 胜纪录
2015-2016赛季，勇士创造

了73胜9负的联盟历史最佳战
绩，一举打破了公牛在1 9 9 5-
1996赛季创造的72胜纪录，如今
的勇士比2016年更加强大，他们
将冲击更高的胜场数。

勇士冲33连胜纪录
勇士仍然无法打破湖人在

1971-1972赛季创造的33连胜纪
录。比起那个73胜纪录，勇士也
希望打破湖人尘封了46年的这
一纪录。

火箭冲单赛季三分纪录
火箭新赛季换来保罗，他

们有望进一步刷新单赛季三分
纪录。上赛季火箭命中了 1181
记三分，而新赛季火箭有机会

更进一步，那就需要他们场均
三分命中数超过 14 . 4 记。

马刺连续19赛季至少50胜
马刺已经连续18个赛季至

少拿到50场胜利，这已经是无人
能敌的纪录。新赛季，波波维奇
的球队有望再拿50场以上的胜
利，延续这一神奇纪录。

雷霆创队史胜场数纪录
雷霆自从改名之后，在2012

-2013赛季拿到60场胜利，那已
是雷霆队史最高胜场数纪录。
而雷霆今夏引入安东尼和乔
治，组建成“三巨头”，新赛季他
们有望打破队史纪录。

詹皇连续八次进总决赛
新赛季，詹姆斯有望连续第

八年进入总决赛，从而追平比尔·
拉塞尔等六人保持的历史纪录。

诺天王总得分望超张伯伦
在NBA历史总得分榜上，

诺维茨基排在第六位，他落后
第五的张伯伦1159分，如果他在
新赛季保持全勤，而且场均能
拿到14 . 1分的话，诺天王就能超
越张伯伦。

詹姆斯总得分望超张伯伦
如果詹姆斯打满新赛季，

并且场均拿到32分，他就能在总
得分榜上超越张伯伦。

诺维茨基出场时间望升至第三
诺维茨基目前排在总出场

时间榜的第六位，如果他在新
赛季保持全勤，那么只要场均
打21分钟，就能连超基德、加内
特等人，升至历史总出场时间
榜第三位，而如果总共打60场的
话，他需要场均出战29分钟。

库里三分命中数升至历史第三
库里目前排在三分命中数

榜第十位，而在新赛季他有望
升至第三位，而他目前落后第
三位的特里 325 记三分。 综合

NBA经典揭幕战盘点

科比大战姚麦
卫冕冠军被羞辱

10月18日，在NBA两场重
量级的揭幕战中，骑士险胜凯
尔特人，而勇士则惜败火箭。那
么在NBA历史上又有哪些揭幕
战能够称得上是经典呢？

1997-1998赛季
爵士87：104湖人
霸主与新锐的激情碰撞

在先后得到奥尼尔与新秀科
比后，湖人逐渐崛起，爵士过去几
个赛季一直是统治者地位。联盟
特意安排这场比赛，是“OK组合”
与斯托克顿、卡尔·马龙的较量，
在比赛中马龙得到20分和14个篮
板，奥尼尔遗憾缺阵，年轻的科比
有不错的发挥，得到23分。

2001-2002赛季
奇才91：93尼克斯
乔丹再次复出引全球关注

乔丹的第二次复出，引起人
们的极度关注。所以在这场比赛
中乔丹是毋庸置疑的主角，乔丹
在这场比赛里也得到了19分、5个
篮板、6次助攻、4次抢断的全面数
据，尽管奇才最后2分惜败，但只
要能看到昔日篮球之神重返赛
场，比赛胜负都显得不再重要。

2003-2004赛季
湖人109：93小牛
湖人F4成最大看点

本赛季佩顿和马龙加盟湖
人，同已经取得三连冠的OK组
合组建豪华F4，科比因为官司缠
身未能首发出战，只是在比赛中
途匆匆赶来，彼时科比与奥尼尔
的矛盾已经日益明显。佩顿在湖
人首场比赛里得到 21 分、7 个篮
板、9 次助攻，奥尼尔 16 分、9 个
篮板、5 次助攻，马龙得到 15 分，
3 人助湖人击败小牛。

2006-2007赛季
热火66：108公牛
卫冕冠军热火惨遭血洗

谁能想到作为卫冕冠军热
火居然会在揭幕战中输给公牛
42分？前三节热火一共只得到51
分。在接受到总冠军戒指后，却
遭受了血洗的耻辱。韦德15投10
中得到25分看似高效，但场上正
负值仅有-23。

2007-2008赛季
火箭95：93湖人
姚麦合砍55+18击退科比

姚麦组合大战科比，对于中
国球迷们来说简直就是不可多
得的福利。姚明不辱使命得到25
分、12个篮板、3次助攻，麦蒂砍
下30分、6个篮板，火箭在比赛中
最多曾领先湖人14分。末节，科
比发起反击攻势，狂砍18分，将
比分咬紧。最后关头双方曾一度
战成92平，火箭凭借巴蒂尔最后
2 . 5秒的三分命中，取得了比赛胜
利。全场贡献45分的科比未能尝
到胜利的滋味。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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