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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逸麟 美国大
选将于当地时间周二开始正式投
票，NBA球员、教练和老板们也同样
关注大选，他们纷纷为自己支持的
候选人出钱出力。其中奥巴马在球
员中的支持率很高，而老板和球队
高层则倾向于罗姆尼。

美国一家媒体统计了NBA球
员、教练、管理层和老板们的政治献
金数量，最终，共有74人参与其中，
而奥巴马比罗姆尼略胜一筹。

统计显示，奥巴马得到了42位
捐助者共 计 128145 美 元 的 政 治 献
金，而罗姆尼得到32名捐助者共计
118500美元。

奥巴马自己就是个篮球迷，他

在NBA球员中也很有人缘。去年冬
天，奥巴马曾打算举行一场慈善篮
球赛，为自己的竞选基金会筹资，当
时霍华德、保罗等人都曾积极响应。
可惜最后由于停摆结束，球员们必
须回到训练营，奥巴马的慈善赛只
能邀请退役球星助阵。

5名参与捐助的现役球员都支
持奥 巴 马 ，他 们 分 别 是 ；卡 梅 罗·
安东尼、文斯·卡特、拜伦·戴维斯、
格兰特·希尔以及诺兰·史密斯。

联盟总裁大卫·斯特恩以及斯
特恩未来的接班人西尔弗支持的总
统候选人也是奥巴马。斯特恩曾开
玩笑说，奥巴马虽然热爱篮球，但篮
球水平一般，应该没有NBA球员会

签下他。不过斯特恩个人很感谢奥
巴马在去年NBA停摆期间的关心，
当时奥巴马曾派遣调解员调解劳资
纠纷，可惜没有成功。斯特恩这一次
就为奥巴马捐出了5000美元的政治
献金。

此外支持奥巴马并慷慨解囊的
NBA人士还包括凯尔特人主帅里
弗斯（ 5000美元），球员工会执 行
董事比利·亨特（ 2500美元），马刺
主帅波波维奇（ 5000美元），退 役
球星莫宁（ 5000美元）。而山猫 老
板乔丹也是奥巴马的忠实支持者，
他在今年8月就公开表示支持奥巴
马连任，并与其他篮球明星一起签
名发起以篮球为主题的奥巴马资

金募集活动，自己也捐出了5000美
元。

然而在老板和球队高层中，乔
丹这样的奥巴马支持者只是少数，
罗姆尼从老板或球队高管那里得到
的政治献金比奥巴马多。

比如火箭总经理莫雷就为罗
姆尼捐款2500美元，热火总裁帕
特·莱利、凯尔特人总经理安吉同
样为罗姆尼捐出了2500美元。而出
手最“ 阔绰”的罗姆尼支持者莫过
于雷霆老板本内特以及老鹰老板
吉尔隆，哥俩各自捐出了7500美
元，奥兰多魔术队和俄克拉荷马城
雷霆队则为罗姆尼一共捐款37500
美元。

来沪试训
阿里纳斯亲口承认

本报讯 记者 杨羡之 原本，阿
里纳斯是因为广东宏远队而与CBA
发生交集，只是，谁也未曾想到，忽然
之间他的“ 潜在下家”变成了上海大
鲨鱼。近日，据一位球迷爆料，自己在
沪上偶遇阿里纳斯，后者也向其亲承
已经在上海队参加试训。昨天，记者
也从相关知情人士处获悉，阿里纳斯
确已来沪。至于是否能够最终签约上
海男篮，“ 应该会在接下来一周内有
一个说法。”

球迷偶遇
“ 大将军”希望加盟大鲨鱼

几天之前，阿里纳斯还曾经在微
博里自曝将来华试训，还展示了他的
大量战靴。之后阿里纳斯发布了自己
在美国训练的扣篮视频，并且说了一
句：“ 嘿，中国，我来了！”那时候他
口中的“ 教练”、“ 队友”都指的是
广东男篮。而随着广东宏远与特伦
斯·威廉姆斯达成了一年的协议，

“ 大将军” 与CBA的缘分似乎已经
走到了尽头。

谁也不曾想到，11月4日晚，阿
里纳斯竟然现身沪上，而且恰巧被
一位球迷偶遇。而当天晚上，该名球
迷便在微博中表示，自己在与阿里
纳斯的交谈中获悉，对方确认已经
前来上海男篮试训，“ 他表示自己正
在努力尝试，争取留在上海的机
会。”除了这名球迷之外，据悉，当时
现场也有多名目击者亲眼见到了阿
里纳斯现身上海。

对此，昨天上海男篮俱乐部副
总经理张弛只是给出了一个模糊的
答复，“ 按照我们俱乐部一直以来的
习惯，我们不做评价，有确切的消
息，我们会在官网上第一时间公
布。”但记者也从相关知情人士处获
悉，阿里纳斯确实已经前来试训，昨
天上午也已经出现在了上海队的梅
陇训练基地中。

欲换外援
或缘于不满其不稳定表现

本赛季，上海男篮在引援方面的
力度上明显增加。在阿里纳斯试训之
前，上海队先是签下了中华台北的旅
美后卫张宗宪，随后又从浙江广厦引
进年轻中锋郑亚力。再加上短期交易
至青岛队两个赛季的蔡亮回归，，以
及签下张远、迎回王思章、上调翟逸
进一队。相较于上一个赛季，实力上
已经出现了一个质的变化。

此前，“ 大鲨鱼” 其实已经签下
了怀特与小米尔萨普，却为何在新赛
季即将开始之前又曝出“ 换外援”的
消息？对此，相关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很有可能是球队方面不满意小外援
米尔萨普在季前赛的表现。“ 小外援
在数据上看起来确实不错，但真正到
了场上就会发现，他的发挥很不稳
定。”知情人士说，“ 尤其是上一场季
前赛，打得更是糟糕至极。这也许就
是上海队想要更换外援的原因。”

相较于米尔萨普，三度入选全明
星的阿里纳斯无疑在场上更具有经
验，除此之外，如果真正能够与球队
签约，对下赛季的票房也能带来积极
的影响。同时，知情人士还向记者透
露，“ 不出意外的话，一周之内这事
应该就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如果上海
男篮新赛季真的能够打造出阿里纳
斯、刘炜和张宗宪的后场组合，这就
很令人期待了。”

NBA也热衷大选
球员爱奥巴马，老板支持罗姆尼

进入正规的湖人体系
上一场比赛结束后，科比说自

己的腿很痛，几乎是拖着一条腿在
打球，而昨天赛后感觉好多了，“ 我
的腿已经没有前一场比赛之后那么
酸痛了。”胜利像是一种全身心的愉
悦，看看整个斯台普斯中心沸腾的
现场，你就知道湖人是多么期待一
场胜利。

霍华德依然保持着高效和内线
统治力，14投12中砍下了28分，外加
7个篮板和3次封盖。他觉得湖人与
前几场最大的区别在于活力，比赛
之前，霍华德曾把所有队友叫到一
起，激励大家说：“ 从现在开始，让我
们打起精神！”显然湖人做到了。

科比的变化比较大，虽然他只
得到了15分，但送出了8次助攻，而
前三场比赛，科比一共只有4次助
攻。此外昨天他只出手了10次。在
这样的情况下，湖人曾在第三节建
立起33分的优势，最终还赢了对手
将近30分，可以解释的原因是，湖
人的进攻体系第一次运转得如此
顺畅。

“ 球队的进攻体系已经慢慢进
入正轨，” 布朗赛后说，“ 之所以我
们能够在进攻中取得成功，是因为
大家开始进入这个体系。”

布朗的“ 神经过敏”
终于赢球了，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湖人在主场赢的是一支东部垫
底球队。活塞是目前联盟中3支3场
全败的球队之一，湖人赛前也在其
列，只不过是他们暂时走出了苦海。

即便是面对这样的弱旅，即便
球队曾有这么大的优势，布朗还是
有点放心不下。他在第四节球队领
先24分的情况下，硬是把霍华德和

科比从板凳席撵上了球场。当时霍
华德已经穿上了小背心，在听到布
朗喊自己上场时，霍华德都有点觉
得不可思议。

“ 我不想把分差挥霍到20分以
内。”布朗这么解释他为什么在垃圾
时间派上主力的原因。但加索尔一
针见血地说：“ 有时候布朗会有点神
经过敏。”而科比则笑称，自己第四
节上场是“ 为了不让布朗上火溃疡
或者心脏病发作”。

在经历了赛季初之后，布朗似
乎患上了”失败恐惧症”，而要医好
这个症状，湖人需要不断地赢球。3
天后他们将迎来下一个对手———犹

他爵士。

纳什或将休战4周
在取得首胜后，湖人希望球队

的进攻体系能够保持前一天的顺
畅，更希望纳什也能够早日融入体
系，不过湖人还需要为此等多久并不
确定。此前湖人官方曾宣布，纳什因
为在与开拓者新秀利拉德相撞导致
脚踝骨裂，将缺阵至少一周。但有知
情人士透露，假如按照最坏的情况估
计，纳什可能将会缺阵四周之久。

纳什本人对此比较乐观，昨天
赛后有记者问起纳什恢复的情况，
他表示自己希望下周就能回归赛

场，“ 但你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
的，对吗？”在离开更衣室时纳什说，

“ 一切要看天意，我猜什么事都有可
能发生。” 而在纳什离开球馆时，他
脚上并没有穿着保护靴，这也许是
个好消息。

而主帅布朗表示，不管湖人的
战绩如何，他都不会安排纳什提前
复出，“ 我肯定想让他能尽快回到球
场，但你不应该为了让他提早复出
而伤害到他长远的健康情况。所以，
这件事得是训练师加里·维蒂和他
的那伙人说了算。我们能做的就是
耐心等待。” 布朗说，“ 我相信队里
有人会站出来，填上这个空缺。”

三军用命 34年耻辱终画句号
170天之后 湖人再尝胜利滋味

胜利对湖人意味着什么？在昨
天主场108：79大胜活塞后，布朗告
诉媒体：“ 很明显我们需要一场胜
利，这给了我们一些信心。”只是一
些信心吗？湖人上一次赢球是在今
年的5月18日，整个夏天湖人进行了
巨大的运作，他们得到了霍华德和
纳什，随之而来的却是从季前赛开
始的11连败，而常规赛开季3连败则
是湖人近34年来没有遇到过的。科
比对记者说，胜利对于迈克·布朗来
说更多的是一种解脱。

本报记者 张逸麟

依靠着全队的努力，湖人终于拿到了赛季首胜。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