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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瓦娜评价詹姆斯
皇帝比甜瓜更谦虚

当年，安东尼、詹姆斯是
比肩的天之骄子，高中时代詹
姆斯和儿时玩伴提起安东尼：

“他很强！”，但是詹姆斯在
NBA 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安
东尼却两次被迫要求交易离
队。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会有这
么大的差距，用詹姆斯妻子近
日接受采访时讲的一句话：

“詹姆斯对于拥有以及完成的
一切都很谦虚！”

相比之下，尽管甜瓜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詹皇相
比，甜瓜的确是缺少了应该有
的 谦 虚 与 谨 慎 。安 东 尼 在
NBA14 个赛季里总会被一些
负面情绪困扰，联盟史上臭名
昭著的麦迪逊花园打架事件，
以及他在尼克斯和禅师杰克
逊的矛盾等等，这么多琐事缠
着安东尼，其实就是安东尼不
懂得谦虚。 综合

模范丈夫詹姆斯
夺冠后呼唤妻子

NBA 球星们身体素质好，
不仅出名还有钱，有太多的女
人都怀着各种目的去取悦球
星，所以 NBA 球星出轨是很常
见的事情。不过詹姆斯却与出
轨传闻相距甚远。

NBA2016-2017 赛季，骑士
队和勇士队会师总决赛，克利
夫兰在 1：3 落后的情况下上演
大逆转，最终 4：3 成功翻盘。在
夺取人生最重要的冠军之后，
詹姆斯长跪在地痛哭之后说的
第一句话是“where is my wife
(我的妻子在哪)？”詹姆斯在人
生最兴奋的时候心系的是他的
老婆，第一时间他想一起分享
内心喜悦的那个女人。

詹姆斯作为当今篮坛第一
人，必定受到无数女人的青睐，
詹姆斯却能抵抗住诱惑，不抛
弃糟糠之妻。在这一点，詹姆斯
超越了太多球星。 综合

相遇：她竟没听说过詹姆斯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往往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
人，詹姆斯也不例外。萨瓦娜·
布林森，就是他的女神和支柱。
15 年的时光很漫长，但两人始
终恩爱如初，堪称职业体育圈
内的典范。

和詹姆斯一样，萨瓦娜出
生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是家
里五个孩子中的小妹。她比詹
姆斯低一届，就读于布切特尔
高中，这所高中和詹姆斯的圣
文森特·圣玛丽高中是竞争对
手。萨瓦娜是一个运动型的女
孩，她是校垒球队的成员。

16 岁那年，在一场橄榄球
赛上，詹姆斯和萨瓦娜相遇了。
那时候，詹姆斯已经是全国知
名的高中生球员，但由于萨瓦
娜当时并没有关注篮球，也不
认识詹姆斯。“那一年我们相遇
了，准确地说是他遇到了我，不
是我遇上他，”萨瓦娜在一次采
访中调侃道，“我那时候并不知
道他是谁。”

诚然，詹姆斯确实是对萨
瓦娜一见钟情。第一次相遇后，
詹姆斯就马上邀请萨瓦娜来观
看自己的一场篮球赛。就是在
那场比赛上，萨瓦娜被詹姆斯
深深吸引住了，他在篮球场上
几乎无所不能。詹姆斯用这种
特殊的方式，向心仪的对象展
现了自己的魅力。也正是从那
一刻起，萨瓦娜才知道詹姆斯
在当地的人气那么旺。

打了几通电话后，两人迎
来了第一次约会，地点是在一
家名为 Outback 的牛排餐厅。

“和他一起吃过饭后，我不小心
在他的车里落下了一些东西，
当时我就知道他很喜欢我，我
已经忘记落下了什么，总之是
一些并不重要的东西，但后来
他坚持要把那些东西当面还给
我。我猜他只是找一个再和我
见面的借口吧，”回忆起当年的
点点滴滴，萨瓦娜笑着说。

萨瓦娜当时并没有料到詹
姆斯会成为 NBA 的王者，那时
候的詹姆斯只是萨瓦娜朋友口
中的“高中里个子最高的约会
对象”。“我认为他就是家乡的
篮球英雄，但也只是仅此而
已，”萨瓦娜承认。

相识：曾担心成为单亲妈妈

高三那年，萨瓦娜意外怀孕
了，她很害怕，甚至放声痛哭。

“我在想，我该怎么告诉父母？他
的职业生涯会不会受到影响？”
回想起当年的心情，萨瓦娜说，

“我非常害怕，大声哭喊。”
一方面，萨瓦娜听说过不少

这样的例子，这时候，男方往往
会逃避责任，甚至一走了之，美
国有太多这样的单亲亲妈妈。另一
方面，她担心这件事影响詹姆斯
参加选秀，甚至会影响他的篮球
生涯。詹姆斯的话，让当时无助
的萨瓦娜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这件事不会停止我的脚步，也

不会停止你的脚步，我们只要继
续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

2004年10月6日，詹姆斯和萨
瓦娜的第一个孩子布朗尼出生
了，那是他俩的爱情结晶。抱着
怀中的布朗尼，喜为人父的詹姆
斯笑得就像个孩子。2007年6月14
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布莱斯加
入了这个家庭。布莱斯刚学会走
路的时候，詹姆斯调侃道：“小家
伙，你真棒，继续走！下周你大概
就可以扣篮了！”

“我要像这个小家伙的哥哥
一样照顾他，陪他玩，”詹姆斯
说，“我的家庭是让我保持清醒
的原因。他们不知道我是不是会
错失绝杀比赛的三分球或是出

现失误，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
的爸爸走出了更衣室，准备站上
球场。”

2010年夏天，詹姆斯做出决
定，加盟迈阿密热火，和韦德、波
什组成三巨头。他的这一决定，
激怒了骑士的很多球迷。当詹姆
斯和萨瓦娜应邀参加安东尼在
纽约举办的婚礼时，不少球迷在
克里夫兰焚烧了詹姆斯的23号球
衣。对于这些针对丈夫詹姆斯的
做法，一向内敛沉默的萨瓦娜也
看不下去了。“你拥有很多粉丝，
你认为无论如何，他们会站在你
的身后，而他们却焚烧了你的球
衣？这真的很不公平，”当时，萨
瓦娜说，“但他们就这么做了。”

相爱：为了詹姆斯改变初衷

其实，萨瓦娜起初并不是特
别赞同詹姆斯去热火打球的想
法。“从个人角度来看，迈阿密不
是我喜欢的城市，在那儿度度假
当然很不错，去个三四天，晒晒太
阳，然后我就想回家了，”萨瓦娜
说道。

对于从小就在克里夫兰地区
长大的萨瓦娜来说，离开家乡确
实是一个挺难接受的选择，不过，
为了詹姆斯的事业，她愿意改变
初衷，接受这个改变。朋友也告诉
萨瓦娜，迈阿密的气温从来不会
低于 50 华氏度(10 摄氏度)，相比
动不动就零下的克里夫兰，那确
实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只要是勒布朗感觉到舒适

的地方，我都会愿意跟随他前
往，”萨瓦娜说，“我就是那么爱
他，我们是灵魂伴侣。”正是这样
漫长的陪伴和支持，让詹姆斯的
心始终和萨瓦娜联系在一起。

詹姆斯并不怕别人说他“妻
管严”，他承认在家里，萨瓦娜才
是一家之主。詹姆斯在一次采访
中说道，“也许我会连着好多天在
外面打客场，当我回来时，我不可
能对孩子说‘你应该怎样怎样
做’，因为她每一天都在家里，他
们应该听她的。”

毫无疑问，萨瓦娜是詹姆斯
的贤内助，她把一切都管理得井
井有条。她也是詹姆斯的心灵港
湾，是这个男人的避风港。萨瓦娜
说：“如果他需要一个人倾听，需
要一个人说说话，我都会出现在

他身旁。有时候他会说‘嗨，宝贝，
我累了，我能睡个午觉吗？’，我会
说‘当然，宝贝，去睡吧。’”随后，
萨瓦娜就会保证孩子们不会去打
扰詹姆斯，让他在一个安静的环
境里好好休息。无论是母亲的角
色，还是妻子的角色，萨瓦娜都力
求做到尽善尽美。

经过 10 年的爱情长跑，詹姆
斯终于下定决心翻开人生的新篇
章。2011 年 12 月 30 日，在自己的
27 岁生日派对上，詹姆斯在朋友
和队友面前给了萨瓦娜一个惊
喜。“那天晚上，我很紧张，我很紧
张，那种感觉简直就像是总决赛
即将开始，”詹姆斯说，“我和韦
德、波什聊过这件事，我说了我的
打算，我准备迈出下一步，我认为
是时候了。”

相守：两人爱情如涓涓细流

詹姆斯花了30万美金买了一
枚钻戒，但他把戒指放在了韦德
身上。“我不想被她提前发现了，
所以整个晚上，戒指都放在韦德
那儿，”詹姆斯说。新年钟声即将
敲响时，詹姆斯走到韦德身边，和
他开玩笑说：“你帮我准备好了
吗？没准备好，我就不求啦。”韦德
连忙掏出戒指，詹姆斯跪地说出
了动人的誓词，萨瓦娜当场泪崩。

2013 年 9 月 14 日，詹姆斯和
萨瓦娜在圣迭戈举行了隆重盛大
的婚礼，包括韦德、安东尼、保罗
在内的 200 余名宾客见证了两人
的爱情。婚礼现场，碧昂斯和 Jay·
Z 亲自登台为这对开心的新人献
上了歌曲《Crazy in Love》。

一年后，詹姆斯和萨瓦娜又
迎来了她们的第三个孩子，这一
次是个女儿。与她的两个哥哥不
同，詹姆斯的女儿一直远离媒体
的聚光灯，直到 2016 年 NBA 总
决赛上，才终于让世人一睹真容。
詹姆斯也在那一年当选总决赛最
有价值球员，并捧起职业生涯的
第三座总冠军奖杯。

在很多人眼中，詹姆斯无疑
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但他深知自
己的成功离不开这个名叫萨瓦娜
的女人。很多人可能会把另一半
的付出看作理所应当，但詹姆斯
却是一个不断自我反省的男人。

2017 年 3 月 8 日，詹姆斯承
认自己在追求成为篮球史上最优
秀运动员的道路上忽视了妻子的
感受，他正式向妻子道歉。

“我太沉迷于这个过程了，太
沉迷其中了。”詹姆斯说，“很有意
思，我告诉我的妻子我要向她道
歉，她问：‘为什么要道歉呢？’我
说：‘因为我在努力追求成为这项
运动史上最优秀的球员，让人们
永远记住我所做到的事情的道路
上，有些时候忽视了你的感受，忽
视了你对我的重要性，当我在努
力打球的时候我忘记了你对我的
重要性，以及我们的孩子对我的
重要性。’”

相比卡戴珊们的各种博眼
球，在社交平台上，詹姆斯和萨瓦
娜并没有频频秀恩爱，萨瓦娜甚
至没有一个公开的推特账号。他
们之间的爱情，就像涓涓细流，细
润无声。但有句话说得好——— 低
调，才是最深层次的炫耀。 腾讯

萨萨瓦瓦娜娜··布布林林森森
詹詹皇皇最最重重要要的的““决决定定””

时至今日，很多球迷还喜
欢谈论詹姆斯曾经的决定一，
或者是决定二。但是詹姆斯却
在慈善、公益事业上用心投
入。据不完全统计詹姆斯早已
经将职业生涯所获得的薪金
全部捐献。詹姆斯在用自己的
行动诠释着忠诚的含义。

如果，一定要在忠诚上作
一个辩论，那么，有人会坚决
的告诉你：“詹姆斯是这个联
盟最忠诚的男人！”，詹姆斯的
妻子萨瓦娜就是这样评价詹
姆斯的。

可见，关于外界对詹姆斯
“背叛”的言论以及嘲讽，皇后
萨瓦娜是不会接受也不会认
可的。对于忠诚？在生活上全
联盟几乎没有一个球员可以
比肩勒布朗·詹姆斯。 综合

詹嫂夸赞詹姆斯
NBA 史上最忠诚

2010年夏天，詹姆
斯做出了震惊世人的

“决定1”，从骑士转投
热火。2014年夏天詹姆
斯又一次以“决定2”的
方式宣布回归克利夫
兰。“决定”成为詹姆斯
不可逃避的话题，但是
对于詹姆斯来说，有一
个人才是他人生最重
要的“决定”，这个人就
是詹姆斯的妻子萨瓦
娜·布布林林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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