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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安周琦
周琦加盟NBA火箭之后，

并没有得到很多表现机会。但
周琦有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希
望他更加努力，追赶前辈姚明
的脚步。

ア特里
特里的职业高光时期都

是在小牛队度过的，拿过最佳
第六人和总冠军。特里的独有
庆祝动作加上一个面具，独具
特色，就像个飞行员。

ァ基里连科
基里连科在NBA中有很

大的名气，身披47号球衣的基
里连科象征着的 AK47。基里
连科有很好的协防能力和得
分能力。

康利
迈克康利作为灰熊队的

主力控卫，有很强的洞察能力
和得分能力。康利曾经签下了
5年1 . 5亿美元的大合同。康利
带上面具后凶悍坚定的眼神
告诉球迷，他值这个价。

威少
很多球员都是因为受伤

才戴面具的，不是拿来耍帅或
者扮酷的，威斯布鲁克就是其
中之一。威少有一次脸部被打
得凹陷下去，看着都惊恐，威
少之后便带上了面具。

欧文
凯里欧文在骑士队的时

候，也曾因为面部受伤而戴面
具，欧文这款面具感觉像是跟
詹姆斯借的，有点大。但是整
体看上去还是很好看的。

麦迪
火箭队的麦迪当初因为

鼻子受伤，戴了面具打球，麦
迪戴的是一款透明的面具，戴
面具的麦迪卖萌也是无敌了。

詹姆斯
勒布朗詹姆斯经常会戴

面具来打球，戴上面具的詹姆
斯更显霸气。黑色的面具和凶
悍的眼神，给人一种畏惧感。
联盟第一人詹姆斯很适合这
种霸气外露的装备。

科比
科比·布莱恩特戴上一副

黑色的简易面具，科比·布莱
恩特也曾经戴过透明的面具，
后来拍卖那个面具卖出6 . 7万
美元。

汉密尔顿
要说面具下第一的绝对

是活塞队的汉密尔顿，汉密尔
顿当时因为鼻梁骨折，才要戴
面具，可是后来他发现自己已
经适应了戴面具投篮了。中投
王汉密尔顿之后就一直戴着
面具出战，甚至很多粉丝都不
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了。 综合

NBA十大面具侠

有请NBA面具侠登场

在76人和热火的季后赛首轮第三回合较量中，恩比德终于披挂登场。不过恩比德披挂的
可不仅仅是他的球衣、球鞋，还有一个特殊的装备面具。不过他的面具可算是命运多舛，在
比赛中还被对手打坏一次，换了一个新的备用面具才重新上场。那么，NBA球员带的面具究
竟是怎么来的？

从冰球面具
到专业模具
如果追溯到几十年前，NBA

球员并没有专门的面具。比如当年
的汤姆贾诺维奇，被华盛顿一拳打
得下颚和脸部骨折，经过五个月休
养后才回到球场。刚回到球场的汤
姆贾诺维奇戴的是冰球守门员的
那种面具，遮住了整张脸，看着简
直和木乃伊一样。

这种面具不仅在比赛中无法
享受应有的视野，而且面具笨重容
易掉落，非常容易造成二次伤害。
所以不久之后，汤普贾诺维奇就戴
上了医用的面具，看起来轻便了很
多，但是防护能力却不尽如人意。

没错，这就是普遍意义上认为
的联盟最早出现的面具，最先尝试
的是汤姆贾诺维奇。

那么真正为球员设计的面具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在1990年的季前赛上，活塞著
名恶汉比尔·兰比尔的面颊骨被撞
伤，为了避免缺阵，兰比尔向矫形
支具专家杰里·麦克海尔求助。麦
克海尔研究了兰比尔的伤势后，为
兰比尔设计了一个模塑面具，用透
明的塑料卡在兰比尔的眼睛和鼻
子位置上。

这样的面具不仅仅有效地预
防了再次受伤的风险，还让兰比尔
的心理阴影消失。在后面的常规赛
中，兰比尔戴着这个面具出场并打
出了很高的水平。除了防护之外，
兰比尔戴面具还有意外惊喜，这个
面具让兰比尔看上去更加凶悍，起
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因为兰比尔
戴面具取得的成功，其他球队在球
员面部受伤过后，纷纷仿效，这让
面具成为防止面部伤势扩大的标
准配置。

虽然说并没有人将杰里·麦克
海尔称为当代NBA面具之父，但
是在今日美国的报道中，却将麦克
海尔称为面具大师(Mask Master)。

麦克海尔参考的是过去用在
烧伤病人上的防护，一个面具的价
格大约为700美元起。

麦克海尔称，这个面具能够有
效地保护伤员脸部受到二次伤害：

“当他们第一次受伤的时候，很多
人会觉得戴面具是一件让人讨厌
的事情，这很正常。但是当他们戴
着面具，被对手击中脸部伤处的
时候，他们就不会再将面具拿下
来了。”

两大面具球队:活塞、骑士
700美元的面具，已经是一

个相当高的价格，那么在NBA
中有多少人戴过面具呢？

这个答案说来话长，戴过
面具的NBA球员相当多，就不
一一列举了，仅仅是著名球星
中就包括科比·布莱恩特，勒布

朗·詹姆斯，凯里·欧文，恩比
德等人。

不 过 综 合 来 看 ，
NBA历史上最喜欢戴
面 具 的 球 队 有 两

支——— 克里夫兰骑士和底特律
活塞。

先来看底特律活塞，之前
我们已经介绍过，兰比尔是真
正意义上第一个戴上如今NBA
中面具的球员。那么在活塞队
的历史上，还有哪些球员曾经
戴过面具呢？

汉密尔顿，麦克戴斯，维拉
纽瓦，阿罗约，他们都曾经戴过
面具登场，而这其中的绝大部分
都出自于麦克海尔之手。

相比较于活塞来说，骑士球
员戴面具的情况更加多见，而且
骑士的面具款式更加自由，不光
光是透明面具，黑色面具也出现

在不少骑士球员的脸上。
勒布朗·詹姆斯，凯里·欧

文，他们都曾经在比赛中戴过
黑色面具。而包括特里斯坦·汤
普森，泰勒·泽勒，伊尔格斯卡
斯，斯泽尔比亚克和瓦莱乔，也
都曾经在代表骑士出战的时候
戴过面具。

当然，这两支球队中戴面
具的球员数量，和整个NBA的
面具侠数量比起来只不过是沧
海一粟。如此之多的球员曾经
戴面具登场，那么戴面具打球
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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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戴面具打球的
体验绝对是因人而异，每个人
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比如活塞的汉密尔顿，他
甚至在伤势痊愈之后依然戴着
面具上场比赛，因为他觉得自
己戴上面具之后，视野更加清
晰，投篮也更准，面具完全没有
给他造成任何困扰。

这样的观点科比并不认
同，2012年科比戴面具比赛后感
叹：“戴着面具真的很难受，就
好像洗桑拿一样，汗水都流进
自己的嘴里。”

有着同样看法的球员还包
括欧文，欧文本赛季初期曾经
戴着透明面具登场，谈到戴面
具打球的感受时欧文表示：“戴
上面具让我不习惯，就好像处
于雾中一样。我摘下面具的时
候，能够看到所有东西，戴上面
具则总觉得眼睛周围有东西挡

着，影响我观察
周围的情况，戴
上和取下面具
的 差 别 非 常
明显，需要逐
渐适应。”

所 以
我们经常
在比赛中
看到欧文
摘 下 面
具，原来是有这
样的原因在作祟。

比起欧文和科比来，
詹姆斯则更加任性。2013
-2014赛季，詹姆斯一度
戴着面具登场，但是詹
皇没戴多久，就在未经
队医同意的情况下摘掉
面具登场。哪怕是詹皇
的妻子提醒他戴上面具，他都
没有理会。

“戴着面具打球就是不舒
服，所以我不想戴，我不会有什
么问题，”詹皇说得斩钉截铁。

戴面具打球体验如何？

如果真能这样做的话，
NBA还不得乱套了？想象一下，
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黑脸
的张飞，在NBA的赛场上任意
驰骋，这画面太美，让人无法想
下去……

NBA当然不会允许这种情
况的发生，事实上，NBA虽然没
有关于面具的禁令，但是却会限
制面具的样式。

2014年时，还效力于热火的
詹姆斯戴着一个全黑碳素纤维
的面具上场比赛，当时还有媒体
声称，詹姆斯这样做是得到了联
盟的默许。不过NBA方面很快
传来消息，联盟已经正式通知詹
姆斯，不能在比赛中使用这样的
面具。

根据联盟的要求，詹姆斯必
须将保护面具换成外观看起来
更传统一些的面具，并且在通知
下达的第二场比赛就要执行。

詹姆斯随后提出上诉，要求
继续佩戴黑色面具，后续情况我
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詹皇的后一

场比赛中，他戴上了传统的透明
面具。

其实在詹姆斯之前，已经有
球员佩戴过黑色面具，都被
NBA勒令进行更换。

根据联盟事后的解释，由于
黑色面具无法让裁判看到球员
的脸部和表情，不利于进行某些
吹罚。但是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由于詹姆斯的黑色款蝙蝠侠面
具在球迷中造成了很大的反响，
NBA怕影响联盟中的风气，才
下达了禁止令。

至于情况到底如何？恐怕只
有NBA才知道。

话又说回来，黑色面具真的
舒服么？本赛季欧文在选择透明
面具时曾经说过：“戴黑色面具
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只能看到前
方，看不见周围的队友，没法传
球。黑色面具会阻碍视野，这样
的结果就是我只能看到篮筐。”

听起来有些道理，但是细细
一琢磨，欧文这话里，似乎有其
他的含义。 据《体坛周报》

NBA对面具佩戴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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