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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判漏判后
别再骂姚明

CBA半程比赛已经结束，只
是没想到裁判再度成为焦点。一
系列的误判漏判以及裁判报告
的公布，让这个群体继续承受着
巨大非议。

比如19日晚北京首钢对阵
八一男篮的比赛，最后3 . 7秒完
全是裁判抢戏的时刻，一次误判
再加一次漏判，差点改变了比赛
走势。当时领先1分的北京队叫
了暂停，随即八一主帅阿迪江向
技术台申诉，认为北京已经没有
了长暂停机会。在多方询问后，
裁判判罚北京队暂时超时，并吹
罚技术犯规。

然而根据规则，即便超时
了，扣掉一个长暂停即可，不应
该吹罚技术犯规。之后八一男篮
没有把握住罚球机会，不过依然
拥有球权。

之后的剧情更是神奇。八一
队发出前场球，田宇翔接球并投
出三分球，只可惜被封盖。不过
在这次出手之前，田宇翔有踩线
嫌疑。让人大为吃惊的是，裁判
在看了录像回放之后却没有判
田宇翔踩线，依然把球权交给了
八一队。只是八一男篮依然没有
把握住机会，没能将比赛拖进加
时赛。

其实，新赛季中国篮协出台
了一系列针对裁判判罚的措施，
希望打造更为公平的竞赛环境，
改一改长久以来的裁判舆论氛
围。本赛季 CBA 设立了视频回
放中心，采用了全新计时系统并
为裁判员配备了 PTS 精准计
时。在裁判的安排上，CBA 采用
了人工智能方式。此外，增加对
联赛裁判员临场执裁能力的考
核，首次制定了 CBA 裁判员的
奖酬金考核实施细则，并对外公
布裁判报告。

很可惜这一切并没有改变
CBA裁判的现状。很多球迷都在
埋怨篮协主席姚明没有根治裁
判顽疾，让误判和漏判不断出
现。其实，姚明做了大量的改进
工作，并不是球迷说的那样不作
为。本赛季这些改变都是姚明在
学习NBA先进经验后，进行的
改良和尝试。

如果一下子就能改变CBA
裁判问题，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来说，目前中国篮球并
没有职业裁判，缺少相关的人才
培养和体系建立。目前活跃在
CBA中的裁判大都是大学老师，
吹罚比赛只是一份兼职。根据之
前媒体报道，一个赛季下来裁判
的吹罚收入也不过三五万元。对
于这些有稳定收入并且职称也
不低的裁判来说，没必要总是顶
着被外界口诛笔伐的压力。

所以，CBA裁判改革依然是
未来中国篮球的重点工作。相比
起NBA从高中、大学到职业篮
球的裁判队伍，中国篮球裁判工
作任重而道远。 记者 李康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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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堂规定调整
退役满三年即可

篮球名人堂宣布对他们
的入选规定进行了一些调整，
其中包括将球员退役之后的
等待时间缩减为三年。根据之
前的规定，球员在退役之后必
须等待五年才有资格入选篮
球名人堂。

在 NBA 打球的最后一
个赛季是 2012-2013 赛季的球
员，他们已经有资格入选今年
的篮球名人堂，这份名单里的
球员包括：杰森·基德、格兰
特·希尔、拉希德·华莱士、理
查德·汉密尔顿、马库斯·坎
比、拉马尔·奥多姆、朱万·霍
华德和杰里·斯塔克豪斯。

由于球员在退役之后的
等待时间被缩减到三年，那么
在 NBA 打球的最后一个赛
季是 2013-2014 赛季或者 2014
-2015 赛季的球员都将有资格
进入本月 22 日公布的名人堂
候选名单。

篮球名人堂还宣布了另
一个调整计划，那就是教练要
想入选名人堂，他们的年龄必
须达到60岁，以及至少拥有25
年的执教经验。不过这项规定
将在2020年正式生效。 综合

杜锋赴美深造
李楠明年前往

据篮协官方微博消息，
中国国家男篮集训蓝队主教
练杜锋已经飞赴美国盐湖
城，前往 NBA 的犹他爵士队
进行为期一个月左右的学习
交流。

回国之后，杜锋将重点
准备2019年男篮世界杯预选
赛下一个窗口期主场与新西
兰以及客场与中国香港的比
赛。而在明年1月初，中国国
家男篮集训红队主教练李楠
将奔赴纽约，前往 NBA 布鲁
克林网队进行一个月左右的
学习交流。中国女篮主教练
许利民也将于明年年初赴美
国北卡罗来纳 NCAA 杜克大
学女篮进行为期一个月左右
的学习交流。 综合

央视跨年晚会
马布里或参加

据马布里粉丝俱乐部爆
料，马布里将在本月最后一
天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跨
年晚会，这是他继参加了北
京电视台的春晚和跨年晚会
后，首次登上央视跨年晚会
的舞台。除马布里之外，来自
游泳界和围棋界的孙杨和柯
洁也将参加晚会。

“(参加央视跨年晚会)将
是另一件使人兴奋的事情。”
马布里写道。“将准时坐在电
视机前(看你表演)。”“老马，
五棵松真的很想念你。”网友
们留言道，还有眼尖的网友
指出“(海报上马布里穿的)球
衣还是首钢的。”

马布里在上赛季结束后
没有与北京男篮续约，而是
加盟了北控男篮。本赛季由
于受到伤病的困扰，马布里
场均仅有 13 . 9 分 4 . 5 个篮板
和 5 次助攻，得分创下了效
力 CBA 以来的新低。 综合

NBA圣诞大战
超级数据纪录

跟往常一样，今年
NBA联盟在圣诞大战
中安排了五组重磅对
决，分别是骑士VS勇
士(主队在后)、火箭VS
雷霆、森林狼VS湖人、
奇才VS凯尔特人以及
76人VS尼克斯。特别
是骑士和勇士作为当
今最强的两支球队，已
经连续三年在圣诞大
战中相遇。

时间：12 月 26 日 01:00
对阵：76 人 vs 尼克斯
焦点：恩比德 PK 波神
无论成绩好坏，背靠纽约

大都市的尼克斯始终是最具
市场效应的球队，他们也是
NBA历史上参加圣诞大战最
多的球队。而新赛季，尼克斯
将继续出现在圣诞大战当中，
他们的对手则是76人。费城球
队自2001年后就再也没有打过
圣诞大战，但如今他们云集了
恩比德、西蒙斯、富尔茨和萨里
奇等一批青年才俊，受关注度
日益提升，联盟是时候让他们
重返圣诞大战的舞台了。

时间：12 月 26 日 04:00
对阵：骑士 vs 勇士
焦点：詹姆斯 PK 杜兰特
让总决赛两支球队参加之

后一个赛季的圣诞大战，这基
本已成一个惯例。正如勇士和
骑士连续三年会师总决赛，他
们也将连续第三次打圣诞大
战。之前的两次圣诞对决，两队
一胜一负。

但是勇士队近期遭遇伤病
的困扰，据官方消息，库里(右
脚踝扭伤)、格林(右肩酸痛)、利
文斯顿(右膝酸痛)和帕楚里亚
(左肩酸痛)已经缺席近期比赛。
根据 20 日消息，勇士核心库里
确定缺席圣诞大战。

时间：12 月 26 日 06:30
对阵：奇才 vs 凯尔特人
焦点：沃尔 PK 欧文
这是上赛季东部半决赛的

重演，本就有过节的两支球队
将续写恩仇录。在今年夏天，凯
尔特人在自由市场签下海沃德
和欧文，并用探花签选择塔图
姆。只是让人意外的是，海沃德
一场比赛后就赛季报销。而奇
才成功留下了波特，保留了他
和沃尔、比尔的年轻核心阵容。

目前凯尔特人高居东部榜
首，在史蒂文斯教练指导下爆
发出超强战斗力。奇才目前只
能排在东部第七，球队的状态
并没有调整到最佳。

时间：12 月 26 日 09:00
对阵：火箭 vs 雷霆
焦点：哈登 PK 威少
火箭有哈登这块金字招

牌，今夏又交易来了联盟顶级
控卫保罗，实力和人气进一步
提升，他们也顺利在时隔一年
后再战圣诞大战。

上赛季威少“抢走”哈登
MVP，但在季后赛里，哈登带队
淘汰雷霆，令两支球队之间充
满了恩怨的元素。考虑到今年
夏天火箭得到保罗，雷霆得到
乔治的缘故，这场较量将悬念
十足。目前火箭这边在保罗复
出后连战连捷，不管是实力还
是状态都高出雷霆一头。不过
在这样重要的比赛中，球星的
发挥将会更加重要。

时间：12 月 26 日 11:30
对阵：森林狼 vs 湖人
焦点：唐斯 PK 鲍尔
与尼克斯一样，湖人也是

圣诞大战的常客，更何况球队
今年有了最具人气的新秀“球
哥”鲍尔。而且，随着珍妮·巴
斯掌权，“魔术师”约翰逊出任
总裁，佩林卡担任总经理，湖
人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他们的表现值得关注。森林狼
上赛季队史首次参加圣诞大
战，唐斯和维金斯的未来组合
已经引发外界关注。而今年夏
天，森林狼又一口气得到了巴
特勒、蒂格和吉布森等人，他
们是新赛季最受期待的球队
之一，理应出现在圣诞大战的
大舞台中。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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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比16次参赛
科比是参加圣诞大战最

多的球员，从1996年到2015年，
飞侠16次出现在圣诞大战上，
成为了这一舞台最熟悉的面
孔，迄今为止，NBA仍有17支球
队参加圣诞大战的场次不及
科比一人，飞侠无疑是NBA赛
场上真正的“圣诞老人”。

科比395分封王
科比也是圣诞大战总得

分最高的球员，小飞侠在圣诞
大战中拿到395分。他的个人单
场最高分是2004年创造的，当
时科比率领湖人和奥尼尔的
热火激战至加时，最终惜败，
科比当场30投12中拿到42分。

张伯伦单场59分
张伯伦在1961年对尼克斯

的圣诞大战拿到了59分、36个
篮板的恐怖数据，但当场，他
所率领的勇士最终双加时以
135:136惜败尼克斯。

麦蒂场均43 . 3分
麦蒂也保留着一项圣诞

大战纪录，T-MAC参加了三次
圣诞大战，分别是2000年(对阵
步行者拿到43分)、2002年(对阵
活塞拿到46分)以及2003年(对
阵骑士拿到41分 )，场均轰下
43 . 3分排名第一。

大O圣诞大战三双王
在NBA圣诞大战历史中，

一共产生过八次三双，而“大
O”奥斯卡·罗伯特森一人就占
据了四次，另外拿到三双的球
员分别是约翰·哈夫里切克
(1967 年)、比利·康宁汉姆(1970
年)、勒布朗·詹姆斯(2010 年)以
及威斯布鲁克(2014 年)。

圣诞大战第一分差
在1960年圣诞大战上，锡

拉丘兹民族(76 人前身)以 162：
100 击败尼克斯，162 分创造了
圣诞大战单场最高分，同时 62
分的分差创造了圣诞大战最
大分差。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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