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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戒指毁掉的无名指

“我的无名指在钉子上挂了一秒
钟，我可以看到白色的骨头。”如今回忆
起发生在11岁时的那一幕，格林在情绪
上已经没有任何波动，只是轻描淡写，
但那次受伤，对于格林不仅仅是身体上
的损伤，甚至影响到他的篮球生涯。

格林从小就是一个顽皮的孩子，精
力充沛且运动天赋惊人。11岁那一年，格
林和小伙伴比试摸高，他当时右手无名
指上戴着妈妈的毕业戒指，这枚戒指让
格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当格林高高跃起，无名指上的戒指
被一颗钉子卡住了，一瞬间猛烈的拉
扯，造成格林无名指第二指节以上的皮
肤和肌腱撕裂。这次重伤令格林无名指
第二指节以上的部分被截掉，当格林在
手术后醒来时，他近乎崩溃了。

少了一节手指，让格林的性格起了
变化，他变得自卑敏感却又好勇斗狠。
在球场上，格林有着强烈的愿望要证明
自己少了一节手指仍可以打得非常好，
这种好胜心在鞭策格林进步的同时，也
让他在比赛中时而偏激。后来进入
NBA，格林盲目浪投的情况屡屡出现，
这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关联。

格林的篮球天赋在高中生涯得到
了展示，他在高中最后一个赛季场均砍
下33分、12个篮板、7次助攻、3次盖帽，在
云集了全美顶级高中生球员的麦当劳
全美精英赛上独取24分，并获得扣篮大
赛冠军。在2005年NCAA招募榜上，格林
排名全美第一。

起初，格林曾想去俄克拉荷马州大
学，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决定跳过大
学这个环节，高中毕业直接进入NBA。
在2005年选秀之前，格林被认为有可能
成为下一个麦蒂，但他未能进入乐透
区，直到首轮第18位才被凯尔特人摘下。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与格林的任性
有关，他在选秀前认为自己必进前六，
所以只接受拥有前六位选秀权球队的
单独试训要求，这种狂傲让NBA球队很
不爽。

事实证明，不是每个高中天才都能
在NBA成为巨星，科比、麦蒂和詹姆斯
毕竟是极少数，高中毕业直升NBA的格
林并未做好准备，但性格倔强的他并不
后悔。“我当时确实不知道如何成为一
名职业球员，毕竟我在高中的时候可以
每场投篮二十多次，”格林说，“但是，我
是个穷孩子，我要养家糊口。从高中生
到NBA球员，这是非常大的变化，但我
并不愿意让时光倒流，因为未来永远是
未知的，我如果当时做出了其他的选
择，未必就比现在更好。”

期待在火箭浴火重生

重返火箭是格林重新证明自己的
一次机会，格林曾在2007-2008赛季效
力于火箭，但只为火箭打了一场比赛
就被裁掉。现在的火箭与2007-2008赛
季不一样，他们彻底贯彻“魔球理论”，
将突破+三分作为主要进攻手段，接球
跳投是核心套路。数据为证，火箭本赛
季场均26 . 1次通过接球跳投的方式出
手三分，这项数据位列联盟第二。

格林不擅长持球，火箭也不需要
他做这项工作。格林NBA生涯有36%
的三分球命中率，远投是他相对优势
的项目。上赛季，格林在凯尔特人接球
跳投三分命中率是38%。同样是在上赛
季，在火箭的体系中，埃里克·戈登和
阿里扎的接球跳投三分命中率分别是
37%和36%，格林在火箭有用武之地。

拥有哈登的火箭，在创造空位三
分方面领跑全联盟。NBA数据统计，将
防守者距离投篮人6英尺(1 . 8米)以外
设定为空位投篮，火箭上赛季场均空
位三分出手19 . 1次，这项数据位居联
盟第一。本赛季火箭场均空位三分出
手18 . 8次，依旧是联盟头名。

格林在重返火箭后对战凯尔特人
时的一次进攻中，哈登单打吸引包夹
将球转移出来，队友经过二次传递分
到格林手中，此时一个空位三分机会
已经传导了出来，只是格林这次投篮
未能命中。格林在这场比赛中3投0中，
三分球2投0中。不过这样比赛只持续
了一场，接下来的4场比赛格林场均命
中4个三分，命中率也在5成以上。

火箭现在伤兵满营，哈登、卡佩
拉、巴莫特和特洛伊·威廉姆斯都伤
停，球队遭遇连败，非常需要即战力的
注入，这是火箭选择格林的原因。“我
知道有些事情必须改变，要么我做出
改变，要么我在这个联盟消失，”格林
说，“我要改变自己，更加符合联盟的
要求，我不会放弃。我知道这很难，但
坚强的人会笑到最后。” 腾讯NBA

赛季 球队 出场 首发 得分
2005-2007 凯尔特人 113 29 8 . 9

2007-2008 森林狼 29 0 5 . 1

2007-2008 火箭 1 0 6 . 0

2008-2009 小牛 38 12 5 . 2

2011-2012 篮网 31 2 12 . 9

2012-2013 步行者 60 7 7 . 0

2013-2015 太阳 156 52 13 . 9

2015-2016 热火 69 14 8 . 9

2016-2017 凯尔特人 47 0 5 . 6

2017-2018 火箭 5 0 16 . 8

杰拉德·格林NBA“流浪”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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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上醒来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我终
于能为家乡球队效力了，这种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我非常激动。为火箭打球是我的梦想，我再一次得
到了机会，希望这一次能够做得更好。”

杰拉德·格林，土生土长的休斯敦人，经过职业
生涯的颠沛流离后，回家了。这位优缺点鲜明，篮球
路上饱经坎坷的扣篮王，在家乡球队连续得分25+，
有望迎来职业生涯的重生。

让乔丹夸赞的扣篮冠军

“孩子，你干得不错，”当2007年全明
星扣篮大赛落幕，作为评委的迈克尔·
乔丹，对捧起冠军奖杯的格林说。2007年
扣篮大赛，是一届很有趣的比赛。很少
能看到某届扣篮大赛评委比参赛球员
更抢镜，但2007年的比赛做到了，因为评
委阵容实在太豪华，乔丹、“J博士”欧文、
多米尼克·威尔金斯、卡特和科比，这5位
评委总计拿过6次NBA全明星扣篮大赛
冠军。

评委都是扣篮高手，自然评分也比
较苛刻，尤其是乔丹，给分是相当“小
气”，毕竟是扣篮大赛两连冠的创造者，
一般的扣篮岂能入乔老爷子法眼？2007
年扣篮大赛，从初赛到决赛，只出现了
一次满分，这个满分属于格林。

格林在决赛的最后一扣，他飞过了
铺着拉斯维加斯全明星标志的桌子，空
中单手大风车完成扣篮。桌子的摆放位
置是禁区的外弧和内弧之间，而格林的
起跳点是罚球线内两步左右的位置，他
要飞过桌子，不但要跳得高，空中还要
有一段滑翔，并且做出很写意的大风车
动作，整套下来难度是很大的，而格林
圆满完成。

格林的“飞越拉斯维加斯”，很难又
很酷，成功完成后的格林非常兴奋，模
仿卡特在2000年扣篮大赛中的经典台
词，高喊着：“It’s over”，还做出了割喉
礼的动作，他用这一扣杀死了比赛。5位
评委不再吝啬，集体给出了满分，格林
加冕扣篮王。

2008年扣篮大赛，格林再次奉送了
经典扣篮。当格林完成扣篮时，无论现
场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有些茫然，即
便就在场边近距离观看的NBA球员们
也不知道这一扣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
看上去就是一次简单的空接扣篮。直到
扣篮回放，大家才发现，原来篮架上放
着一个小蛋糕，点燃了一根蜡烛，格林
是起跳后先将蜡烛吹灭，然后完成灌
篮。这个扣篮的难度在于弹跳高度和滞
空，跃起后头部要过筐才能做到。

格林之所以做这个动作，因为一天
后是乔丹45周岁生日，格林以空接吹蜡
烛向乔丹致敬。遗憾的是，评委当时并
没有看清格林这个动作，这一扣得到了
46分。那届扣篮大赛中，霍华德身披超人
斗篷飞行灌篮等动作更加拉风。在最后
的球迷投票环节，格林输给了霍华德，
屈居亚军。“我一度觉得自己要输给杰
拉德了，”霍华德赛后说，“我感觉他甚
至可以做出飞起来将篮架上的那个蛋
糕先吃了，然后再扣篮的动作。他的扣
篮很疯狂，他太能跳了。”

被CBA裁员的球队弃将

“我当时以为球队要给我换个新的
住所，当他们告诉我，我被裁掉了，我很
震惊，很受伤，”格林谈到在CBA被裁的
经历时说。如果只论运动天赋，即便在
运动天才云集的NBA，格林也是出类拔
萃的。但是，格林的职业篮球路却相当
坎坷，他在NBA打了10个赛季，效力过8
支球队，去俄罗斯打过球，还曾打过
CBA，职业生涯总计5次被裁，包括被
CBA的佛山队裁掉。

格林为什么屡屡被裁呢？佛山队在
解雇格林时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篮球
是一项集体运动，获胜的关键在于每个
球员个体对教练组战术安排的充分理
解、领会和执行，在于每个球员个体间
的默契配合。格林先生个人能力出众，
但未能完全融入球队的整体战术体系。
特别是在第四节决定胜负的相持时段，
俱乐部希望格林能够更加沉着冷静，把
控时机，用稳定的发挥帮助球队。”

格林能得分，他在NBA有单场41分
的表现，有10场比赛打出30+，但格林的
投篮很不稳定，属于那种典型的神经
刀，准一场铁一场，在NBA是这样，在防
守强度比NBA弱很多的CBA，格林还是
这样。格林总计代表佛山打了4场球，三
分球10投8中的比赛有，三分9投2中的
比赛也有，状态起伏太大。

持球进攻能力差是格林的一个弱
点，他不是那种通过自己运球创造得分
良机的球员，虽然偶尔也有运球突破的
精彩镜头，但这绝非格林的强项。这就
是为什么格林在CBA难有容身之地，
CBA需要的外援是那种持球攻击型，而
格林不是，他更擅长接球跳投。

2013-2014赛季是格林在NBA的巅
峰年，当时格林效力于太阳，场均得到
创NBA生涯纪录的15 . 8分，但他在那个
赛季的防守还是很糟。数据显示，2013-
2014赛季格林上场时，太阳百回合丢109
分，当格林不在场上，太阳百回合失分
降到了1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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