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32014年2月21日 星期五

编辑：许恺玲 美编：晓莉 组版：刘燕 娱体·运动

新华社华盛顿2月19日体育专
电(记者 林德韧) 面对只有8人能
够出场的洛杉矶湖人队，最近上升
势头迅猛的休斯敦火箭队拿下一场
大胜，凭借全队7人得分上双的表
现，火箭队19日在NBA常规赛客场
以134：108的悬殊比分击败湖人队，
取下八连胜。

火箭队拿下本场胜利后将战绩
提升为37胜17负，胜率逼近70%，目
前排名西区第三位，距离西区排名
第二的圣安东尼奥马刺队还有2 . 5

个胜场的差距。八连胜也是火箭队
自2007-2008赛季拿到二十二连胜
之后所获得的最长连胜。

哈登得到火箭队最高的29分和
11次助攻。重回斯台普斯中心的中
锋霍华德遭遇全场观众的嘘声，但
他依然拿到20分和13个篮板的两
双。帕森斯和莫铁尤纳斯分别拿到
18分和12分。

林书豪替补出场21分钟，11投3

中拿到9分和2次助攻。
实力占优的火箭队在开局阶段

并没有占到太多便宜，双方比分交
错上升。火箭队在第一节末段爆发，
以一个11：2的小高潮在首节结束时
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第二节湖
人队一度将分差缩小到9分，但火箭
队在本节最后3分钟内再度爆发，用
一个12：0的攻击波将双方差距拉开
到21分。

下半场比赛进行得波澜不惊，
双方差距一度扩大到30分以上，胜
负悬念也得以提前揭晓。

湖人队的韦斯利·约翰逊得到
全队最高的24分，肯德尔·马绍尔攻
下20分和16次助攻的两双，米克斯
拿到19分。

新华社华盛顿2月19日体育专
电(记者 林德韧) 布鲁克林网队
与萨克拉门托国王队19日完成一笔
交易，网队用老将特里和雷吉·埃文
斯作为筹码从国王队交换来得分手
索顿。

网队总经理比利·金在一份声
明中表示：“索顿是一名已经在联盟
当中证明了自己的得分手。作为年
轻的有生力量，他能够帮助我们加
强球队的后场。”

索顿在交易完成后第一时间表
示：“感谢萨克拉门托国王队，感谢
球迷们，你们从我加盟球队的第一
天开始就一直支持我，我对此非常
感激。”然后他又说：“你好，布鲁克
林。”

现年26岁的索顿在2009年以第
二轮新秀的身份加入联盟，在新奥
尔良黄蜂队(现在的新奥尔良鹈鹕
队)效力一个半赛季之后加盟国王
队。加盟国王队之后他开始展现出
强大的得分能力，在2010-2011赛季
的27场比赛中场均攻下21 . 3分，投
篮命中率达到45%。不过，索顿的状
态在接下来的几个赛季开始下滑，
本赛季他在为国王队出场的46场比
赛中场均仅能得到8 . 3分。

特里和埃文斯本赛季在网队过
得都太不如意，特里场均只能拿到
4 . 5分，以篮板球著称的埃文斯也仅
能拿到场均5个篮板。

本报记者 刘伟

可兰白克用一个类似
摔跤的动作，将壮硕的韩
德君撂翻在地，终场哨随
之响起，108:106，新疆队
战战兢兢地拿到一场胜
利。伴随着哨声爆发的，还
有辽篮教练组的一腔愤
怒，面对新疆如此粗暴的
犯规，裁判的沉默，激怒了
郭士强和接君，两人冲进
场地，追着裁判讨说法。愤
怒的接君甚至伸手推了裁
判一把，辽篮领队则冲向
了技术台，对技术代表一
阵咆哮。然而比赛结果已
经无法更改，曲终人散，红
山体育馆里，只剩下身着
紫色衣服的辽宁队员久久
不愿离去，他们用静默的
方式，期待讨回点公道。

随着郭艾伦的回归，
小 将 赵 继 伟 渐 渐 适 应
CBA的节奏，常规赛磕磕
绊绊的辽小虎，季后赛满
血回归。因此，表面上看起
来疆辽“二七”名对决有些
悬殊，然而论及实力，双方
实则五五开。这也是为什
么双方首场比赛，一直鏖
战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
负。

来到乌鲁木齐，新疆
坐拥主场优势，不过辽篮
却有心理优势。2月20日，
篮协就双方首场比赛当
中，崔万军冲球迷扔纸团
做出处罚，辽篮因为对球
迷约束不力，被罚款10万
元。至于新疆主帅崔万军
的行为，篮协认定其“并不
构成主动攻击”，仅仅予以
严重警告和通报批评，并
没有做禁赛处罚。篮协罚
款了事的做法，让辽宁方
面非常不满，他们认为篮

协的做法不公平，这样做
只会助长赛场歪风邪气，

“扔一个纸团回去，最多就
是警告，不会被禁赛，也不
会被罚款。如此一来，篮协
又何谈赛场环境的净化？
难道非要扔上去一块砖
头，才会觉得是攻击吗？”

对判罚不服，也在某
种程度上激发了辽篮年
轻人场上的斗志。回到主
场的新疆，一度建立起十
几分的领先，然而辽宁从
未放弃，双方在第四节展
开了惨烈的拉锯战，形势
同第一场如出一辙。终场
前 1 8秒，哈德森两罚一
中，新疆握有两分领先，
握有球权的辽宁执行最
后一攻。

在最后一攻中，裁判
“严格”恪守了“球员决定
比赛胜负”的铁律，完全无
视了客队的存在。在这次
进攻中，有两次身体接触
值得商榷，第一次是瓦里
克持球强打辛格尔顿，双
方有身体接触，严格讲，可
以吹罚新疆队防守犯规；
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是终场
前3 . 6秒，抢下进攻篮板
的韩德君进攻，直接被可
兰白克“伐树”一样撂倒，
裁判视而不见。也正是这
个判罚，让辽篮累积的愤
怒直接爆发了。

在辽宁队的申诉下，
技术代表对最后一段比赛
进行了回放，但并未改变
比赛结果，辽宁队也在最
终申诉失败的情况下，
在场内徘徊一阵后才离
开了球场。这样的结果
似乎严重伤害了辽宁男
篮，经此一劫，恐怕辽小
虎很难有心气再打出高
质量比赛。

裁裁判判，，你你可可长长点点心心吧吧
争议判罚造辽宁男篮失利，CBA裁判又成主角

火箭胜湖人

豪取八连胜

特里、索顿

互换东家

“技术代表不让球队
看录像回放，是因为韩德君
倒地不是投篮动作，也不属
于最后一投。所以，这并不
在联赛规则中查看录像回
放的范畴。而即使是给予录
像回放，也只是给裁判回放
以帮助他们修正判罚，不会
给球队回放录像。”

——— 就辽宁“为何不
让看录像回放”，篮协竞
赛 部 部 长 张 雄 这 样 解
释，他还反馈道，辽宁队
领队在听到这样的解释
后表示了理解和接受。
张雄还表示，如果韩德
君被犯规，裁判没有吹，

属于漏判，裁判会受到
相应处罚。

唉，一声叹息！
——— 在微博中，易建

联只留下了这样五个字，
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

完了，毁了，大家看看
别的吧，冬奥会不错啊。

——— 无力吐槽，王仕
鹏甚至玩起了黑色幽默。

天黑请闭眼！
——— 知名篮球评论员

王猛写道。

不请外籍裁判，你倒
是好好吹呀，努力训练的
球员都白废了！篮协给个
说法吧，别瞎整了！

——— 网友在网络上
的留言。

各各方方对对辽辽疆疆之之战战裁裁判判问问题题的的反反应应：：

新疆以两分优势险胜。 新华社发

东莞129：94狂胜天津，扳平大比分

用用胜胜利利““致致青青春春””
本报记者 刘伟

来到CBA四个赛季，戈尔正在
迎来最美好的时代。首战季后赛菜鸟
天津，东莞青年军客场惜败。回到主
场，小伙子们再没有给对手任何机
会，他们以129：94完成了一场屠杀。
这是一场属于戈尔的胜利，也是一场
属于东莞篮球青训体系的胜利。

2009年河南焦作，东莞新世纪青
年男篮，战胜了三届冠军广东宏远青
年男篮，捧起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青
年联赛冠军。四年之中，青年队这帮
来自全国各地的才俊，先后上调东莞
男篮，逐渐挑起球队大梁。从李慕豪
和赵捷2012年上调一队开始，东莞年
轻人的冲击，就已经吹响了冲锋号。

不过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新老
交替之中，东莞男篮的战绩注定起伏
很大。难能可贵的是，在急功近利的
CBA，俱乐部对改造充满了耐心。澳

洲人戈尔四年稳坐东莞男篮中军帐，
正是这种耐心的一种体现。同多数外
教在CBA水土不服，来也匆匆，去也
匆匆不同，从2010-2011赛季接手东
莞，戈尔一待就是四年。这四年，他经
历过球队的低谷，被质疑过，挺过来
真的很不容易。

本赛季，戈尔正迎来最好的东莞
男篮。队伍里除了老将张凯，全部清
一色的“90后”，小将顾全凭借出色的
投射能力，正成长为球队的核心。孙
桐林和李慕豪组成的内线双塔，潜力
不可限量。在网罗了全国有天赋的篮
球少年后，东莞男篮正在一条良性轨
道上运转。同单纯依赖外援，或者三
外援球队打天下，最终昙花一现的球
队相比，东莞男篮的运营思路，显然
更具前瞻性和可持续性，这或许是这
帮正在冲击新高度的年轻人，留给联
赛最大的启示。

赛后，辽篮队员不愿退场。 新华社发

火箭豪取八连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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