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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什
在德安东尼和纳什合作

的四年中，太阳将跑轰战术的
精髓发挥到了极致，四个赛季
太阳有两个赛季常规赛胜场
数超过60场。纳什也达到了个
人职业生涯最巅峰，两次当选
为常规赛MVP。

斯塔德迈尔
2004-2005赛季，德安东

尼、纳什和斯塔德迈尔师徒三
人走到一起后，斯塔德迈尔场
均得分达到个人职业生涯最
高的26分。

比卢普斯
1998-1999赛季，德安东尼

接过掘金教鞭，比卢普斯迎来
了一个突破赛季，个人场均得
分从前三个赛季最多不超过
11 . 3分增加到13 . 9分。

麦克戴斯
1998-1999赛季，年仅24岁

的麦克戴斯在德安东尼指挥
下场均得到个人职业生涯最
高的21 . 2分，并有10 . 7个篮板、
2 . 3次盖帽的贡献。在德安东
尼离开掘金后，麦克戴斯再也
没能取得过这样的辉煌。

安东尼
在与德安东尼合作的第一

年，安东尼场均就为尼克斯贡
献26 .3分、6 .7个篮板、3次助攻。

麦蒂
2009-2010赛季，麦蒂转会

到德安东尼挂帅的尼克斯。代
表尼克斯出战的24场比赛中，
麦蒂场均得到9 . 4分、3 . 7个篮
板、3 . 9次助攻。

乔·约翰逊
随着2003-2004赛季德安

东尼执教太阳，乔·约翰逊迎
来了属于自己的时刻，那个赛
季场均得分就从前一年的9 . 8
分猛增到16 . 7分。随后一个赛
季，乔·约翰逊场均可以得到
17 . 1分、5 . 1个篮板，他也因此
获得了老鹰的一份大合同，跻
身到联盟一线球星之列。

兰多夫
2008-2009赛季，德安东尼

执教尼克斯的第一年，扎克·
兰多夫就是他手下的一员得
力干将，场均能得到20 . 5分和
个人职业生涯最高的12 . 5个
篮板。

林书豪
如果没有德安东尼，恐怕

就没有人知道“林疯狂”。毫不
夸张地说，林书豪是德安东尼
在离开纽约前为NBA画出的
一道美丽的彩虹。

大卫·李
2008-2009赛季，德安东尼

来到纽约第一年，大卫·李的
场均数据就从前一年的10 . 8
分提升到16分、11 . 7个篮板，
2009-2010赛季更是达到场均
20 . 2分、11 . 7个篮板。在大卫·
李离开纽约后，他就再也没能
达到这样的高度。 综合

德安东尼十大门生：

纳什小斯得志
林书豪遇伯乐

德德安安东东尼尼：：
点点燃燃““火火箭箭””的的那那个个人人

球员时代的火箭主帅德安
东尼是一名进攻型的控卫，也一
度变成不自信的射手。然后又在
教练的指点下，成长为欧洲优秀
的进攻型后卫；在NBA，他把欧
洲学到的进攻理念灌输给太阳
队，直至如今的火箭队。

苦心搭建火箭人员

火箭队在2007年曾考虑签
德安东尼，不过当时他供职太阳
队。2011年火箭又想签，但他在
纽约带尼克队。帅位在2016年又
空出来了，火箭队考虑了两种人
选：初出茅庐的教练，能干几十
年，或者有经验的老帅，能充分
利用哈登的黄金年华。

当时，火箭的更衣室划着楚
河汉界，分哈登派和霍华德派。
泾渭如此分明，有一次一位老球
员对新来的说：“到这儿，你得先
选边站队。”火箭队授权让德安
东尼全面改造打法，更新队伍氛
围，到7月自由球员大门打开时，
他已经跟高管们上了飞机。

第一站亚特兰大，和霍福

德、贝兹莫尔见面，但没人愿意
给他们承诺。第二天飞到洛杉
矶，找戈登。德安东尼说：“在我
们这里，你的三分出手数可以在
联盟名列前茅，在别的球队，机
会可比不上跟我们打。”戈登动
心了，但价钱僵在多出来的300
万上面。谈判的时候，火箭队官
员问德安东尼：“他的作用有多
大？”德安东尼在美国队当助教
时就了解戈登，既能拉开空间，
也能控球，还很无私，能接受第
六人的位置，于是说：“他的用处
可大啦。”火箭队答应了戈登的
开价，4年5300万。

他们又开车到纽波特海滩，
去安德森家里。围坐在一个能眺
望太平洋的平台上，德安东尼鼓

动 三
寸 不
烂 之
舌 。安
德 森 是 萨
克 拉 门 托
人，国王队
给 的 价 更
高。家里当
然安逸，球
队实力强也有诱惑，太纠结了。
火箭队的游说团悻悻然离开，这
么好的投手要在萨克拉门托扔
三分了。六小时之后，前往休斯
敦的飞机正要起飞，突然接到他
的电话，答应签合同，当然价钱
不菲，又是4年，高达8000万，但
太空城立起来了。

防守专家变身得分高手

1977年夏天，迈克·德安东尼
来到米兰。当时，他的身份是防守
专家，不擅长得分。如今，他的名
头包括了“进攻大师”、“三分球革
命家”、“节奏&空间派先驱”。

在马绍尔大学，头两个赛季
他是有创造力的控卫，每场得分
超过15分，命中率超过45%。主教
练卡尔·塔西信任德安东尼，由
此，德安东尼也自信。然而在他
要升入大四那年，塔西去了韦克
森林大学，自感前途莫测，顿生
焦虑。德安东尼说：“了解我的人
走了，新来的不了解我。”他的投
篮开始不稳定，数据直线下滑，
好在1973年NBA选秀时，堪萨斯
城·奥马哈国王队还是在第二轮
挑了他，让他在“小不点”阿奇博
德之后打替补。

在1974-1975赛季，德安东尼
一场球投篮不到3次，他回忆说：

“那是易普症造成的，我肌肉僵
住，甚至到了上篮都不行的程
度。在夏天我投篮还行，可是一
到冬天，我思想上就扛不住了，
完全失去了自信。”

1978年，德安东尼已经准备
打道回府，带着一手破篮子回老
家西弗吉尼亚。这时，奥林匹亚
队从芝加哥的北岸请来一个叫
丹·皮特森的教练，他发现，德安
东尼的问题跟肌肉僵不僵没关
系，完全是心理问题。“你就是我
的控卫，”皮特森跟他保证说，

“不管打成什么样，我都不会把
你换下来，如果输球，也跟你没
关系，我来负责。”

皮特森跟德安东尼下令，每
场球要至少出手12次，进几个不
管。教练跟他赌咒发誓说：“如果
你只有19中2，我一句话都不说，
如果你11中1，那我们得谈谈了，
因为你出手没到12次。”通过改
变视角，皮特森治好了德安东尼
的易普症，只需要考虑出手数，
不要管命中数。皮特森不停地下
指令打挡拆，用拇指和食指比划
字母“L”，在对手挤过时逼德安
东尼出手投篮。

在米兰打了13个赛季，德安
东尼拿了5次意大利冠军，2次欧
洲冠军，得分超过5500分。他很想
回NBA，却又担心万一去不了，
又不能回奥林匹亚队打球，因为
FIBA的政策不鼓励球员来来回
回。于是他留下了。

终有一天，他会把海外学到
的东西，在美国露一手，正是这
种自信，一直强有力地推动他的
表现；终有一天，他会把皮特森
教练教他的理念，灌输给其他
人，只是不知其时，不知何地。

“继续给我往底角跑”

德安东尼把控卫捧成神，把
大个子不当人，这一点小斯可以
证明。“这才是你该为我们做的，
保护篮筐，跑起来，掩护，下顺，”
德安东尼在训练营第一天对卡佩
拉说，“如果没效果，赶紧回来，接
着挡拆，再来一遍。我会吼你哦，
但拿了总冠军，你就立功啦，如果
输了，不用担责任，我们还会给你
8000万的合同。”当时卡佩拉打首
发还有一天没一天的，现在德安
东尼的预言差不多都已经变成现
实。戈登已经当上了最佳第六人，

卡佩拉的挡拆下顺效率联盟最
高，接下来这个夏天，他将成为受
限制的自由球员。

一堆大合同，多次单节40
分，三分球如月光般美妙，但火
箭队员的工作单调而乏味。球员
们有的累成狗，有的熬出泪。火箭
队通常把三个投手安排在三分线
外固定位置，让他们别挡道就行。
他们实际上就是站着看，如果不
是投得准，或者内心坚定，对手才
不管他们呢，都去扑哈登了，空间
就会缩小。安德森说：“我常常会
感觉自己对比赛没什么影响力，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火箭的打法让对手左右为
难：要么让哈登和卡佩拉二打一
攻筐，要么听任安德森和他的队
友满天花雨。想不到很多球队会
放哈登和卡佩拉，在3月打开拓者
的一场比赛中，对手去夹外线，
任凭他俩48分钟上篮。不过，那一
刻安德森也会恍惚，用德安东尼
的话来说：“我他妈傻站在这儿
干嘛呢？”但防他的人难免会让
出一步，哈登的横传球就过来
了。德安东尼多次跟那些拉开空
间的队员说：“我知道，球皮都不
碰一下，的确不容易，但你继续
给我往底角跑。”据《体育画报》

不断演化的进攻战术

德安东尼最喜欢的数据是
OER——— 进攻效率值，将进攻得
分用每100次控球换算出一个近
似的数据。当然，这种数据他记
得最清楚，因为他提倡下意识的
选择。火箭的OER数据(116 . 1)在
N BA排第一，半场进攻O ER
(112 . 8)第一，单打OER(121 . 8)第
一，攻守转换OER(128 . 5)和挡拆
OER(113 . 5)都排第二。

格林觉得在火箭队没有对

或不对，但和他想的正相反，在
火箭队这儿，有的打法就是错
的，比如绕切、无球定位掩护，以
及其他一些复杂套路，这些可以
创造中投机会，但OER却低于
100。德安东尼说：“那些战术创
造的投篮机会最没用，干嘛还要
打？”年轻的中锋常常搞不明白，
到底什么时候该要位，这时候负
责训练年轻球员的教练罗兰德
就很礼貌地跟他们说，这就是为
什么别去想要位。

火箭队专注于三分、上篮，
其他一律没有，起先让大家感到
奇怪，后来让世界顶礼膜拜，因为
他们不断打破自己创下的NBA三
分球纪录。集体观看的录像里面，
谁胆敢闯进三分线中投，脸上会
被打上红红的“X”。上赛季曾效力
火箭的后卫路·威廉姆斯说：“我
要崩溃了，我非投不可！”

对手知道火箭会怎么打，就
是拦不住。在3月，马刺也急眼
了，他们祭出“三角-2”联防，把

火箭队打回到板凳上，就像幼儿
园的孩子第一次看见联防。“我
打高中开始就没见过三角-2联
防了，”保罗说，“戴维县中学对
我用过吧。J(詹姆斯·哈登)，你高
中开始见过三角-2联防吗？”哈
登摸着他哲学家一样的大胡子
说：“高中都没有过，可能AAU
(大学联盟)有过吧。”

告别“7秒进攻”时代已有10
年，德安东尼却在导演另一个进
攻狂潮，同样精心设计，破坏力
巨大。哈登和保罗并不像纳什那
样快速推进，前锋阿里扎和安德
森也不像马里昂那样无球空切，
卡佩拉更像小斯塔德迈尔的翻
版，但更重要的原则是一样的：德
安东尼体系是一个不断演化的有
机体，随着主角更替和时代变迁
而不断变化。一方面，火箭队体现
了现代篮球智慧，每场球跑70次
挡拆，扔40个三分，投手被安排在9
米开外；另一方面，这种打法又像
格林的衣柜那样老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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