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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羡之 塞勒、哈
里斯、彭飞、雷恩·凯利、孟令源⋯⋯
对于上海男篮和江苏男篮两队而
言，实在有太多的队员彼此之间拥
有交集。无论是旧人归来抑或久别
重逢，昨晚的这场比赛，离不开阵阵
浓浓情的“ 老友汇”。最终，上海男
篮以92:106负于对手，遭遇了赛季的
第二次“ 三连败”。而上海男篮落败
的最大原因，还是那些“ 老友”⋯⋯

老友回来很激动
昨天上午的赛前训练，是塞勒、

哈里斯离开上海男篮之后，首次回
到了源深体育馆。这块无比熟悉的
场地，曾经带给他们数不清的欢笑、
激情乃至泪水。曾经的“ 主人”重归
旧地，此时变换为挑战者的身份，他
们心中又是什么滋味？

“ 很熟悉，真的很怀念曾经在这
里的日子。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奇迹，
这里带给我的回忆都是美好的。”作
为曾经率领上海男篮打入季后赛半
决赛的功臣，塞勒对于这里无疑充
满了感情。昨天到达场地之后，看到
那么多熟悉的面孔，塞勒一个个或
打招呼或拥抱。

“ 他们依然很友好，曾经，我们
是很棒的队友。我们一起战斗，一起
欢呼，当然，也曾一起沮丧。”为了感

谢当年塞勒为球队做出的贡献，昨
天，上海俱乐部方面还特意准备了
纪录片《 赛季》的光盘送给了他。除
了感激，也许，更多的也是一种对往
事的回味。

至于哈里斯，上个赛季还在这
支球队，他对于这里的情感无疑更
为复杂。“ 以前每次比赛结束之后，
我都会和球迷们拥抱。才过去不久，
我依然对此记忆犹新。”哈里斯说，

“ 说实话，这样的感觉有点奇怪。不
久之前，我还在这里为这支球队战
斗，可现在，我们成为了敌人。”

当然还有彭飞，相较于前两者，
暂时租借至江苏队的他无疑还是这
里的“ 主人”。正因为如此，虽然不
久之前刚刚受伤且未恢复，但赛前
彭飞就表示，“ 只要还能走就一定会
回来。”而最终，他也是在昨天下午
从扬州赶回了上海。

不过，虽然曾经的“ 旧将”都带
着激动归来，但毕竟比赛就是比赛，
他们是上门来挑战的。正因为如此，
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暂时只能
将感情放在一边了。“ 我一定会全力
以赴打好比赛，争取拿走胜利。我是
职业球员，必须把情感和事业分清
楚。当然，我也认为只有出色的表
现，才能回馈这里的每一个球迷，就
像我曾经在这里做的一样。” 塞勒

说。

好友归来不留情
从开场介绍开始，塞勒和哈里

斯便获得了全场的阵阵掌声，球迷
显然并没有“ 遗忘”他们。首节结束
之后，现场大屏幕还特意播放了哈
里斯和塞勒在上海队时的一些表
现，这也引来了全场的欢呼声。而首
发出场的哈里斯也是特意在跳球
前，特意前往上海男篮的替补席，与
教练以及前队友打了声招呼。而江
苏队的首次得分，也是哈里斯外线
突破之后，依靠一个前场篮板在篮
下取得。首节比赛，哈里斯便内突
外投拿下了8分。

到了此节塞勒上场之时，球馆
内同样响起了阵阵的欢呼声和掌
声。但这个大个子上场，同样没有
给旧主“ 留情面”。连续两个内线
的强攻，帮助江苏队将比分顺势反
超。第二节，塞勒在砍下6分的同
时，也给上海男篮的内线造成了极
大的杀伤。进入下半场，这两位老
熟人更是火力全开。哈里斯的投突
结合，塞勒的内线杀伤，正是他们
让江苏队在末节逐渐将分差拉开。
整场比赛，两人合力砍下了54分，

“ 弑 旧 主 ”， 可 谓 一 点 情 面 都 不
给。

本报讯 记者 张逸麟 休斯敦火
箭在这个夏天送出了两份年限和薪
水相同的合同，一度引起了不小的争
议。如今中锋阿西克的合同被媒体认
为物有所值，而林书豪则饱受质疑，
尤其是过去的3场比赛，林书豪并没
有得到太多的上场时间，尽管依旧是
主力，但却渐渐失去了在阵容中的比
重，这3场比赛他总共才得到15分。

这会是一份垃圾合同？如果没有
昨天“ 林疯狂”的强势回归，也许这
个问题会被继续放大。

加时赛输球，
林书豪揽过责任

林书豪上赛季曾在尼克斯与湖
人的比赛中，在科比面前砍下了38
分，而昨天火箭对垒西部领头羊马刺
时，林书豪又一次拿下了这个分数，
平了个人单场最高得分纪录。在哈登
缺阵的情况下，林书豪带领球队险些
取胜。

林书豪找回了久违的外线投篮
感觉，昨天他的三分球5投4中，除了
贡献38分外，他还送出了7次助攻，外
加2个抢断和2次封盖，而失误也只有
2次。火箭曾在第四节一度拥有9分的
领先，不过当林书豪下场休息后，托
尼·帕克带领马刺打出一波反攻高
潮，一举追回了比分。

第四节的最后时刻，林书豪本有
机会完成火箭的最后一攻，但是在丹
尼·格林的贴身逼防下，林书豪出现
失误被断球，反而给了马刺5秒钟的
进攻时间，好在火箭防下了这一球，
比赛以120:120进入加时。而在加时
赛中，马刺表现出色，以134：126赢下
比赛。

林书豪赛后显得非常失落，他认
为自己搞砸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次
进攻，“ 我很高兴能找回之前的状
态，但我还是很沮丧，因为我们再次
输掉一场比分接近的比赛。”林书豪
说，“ 我当时有打进制胜球的机会，
可我甚至没有完成一次投篮，这让人
很受伤。”

之前一段时间的低迷表现并没有
打击到林书豪的信心，“ 我在那段挣扎
的日子里学到很多，我想，通过这一切，
我有能力看清楚什么事情是有用的、什
么是没用的。我正在寻找答案。”

麦帅希望：
“ 哈林组合”重新闪耀

马刺主帅波波维奇赛后对林书
豪本场的爆发心有余悸，“ 如果你能
够像他那样的不断投中球，对手就不
得不贴上去防他，而这却给了他运球
突破的空间。”波波维奇评价说，“ 他
打了一场漂亮的比赛。我们在最后时
刻不得不对他进行严防。”

这是麦克海尔结束奔丧归队后
的第二场比赛，他很高兴看到林书豪
的复苏。在他离开球队的一个月，也
是林书豪非常挣扎的一个月，在代理
主帅桑普森的体系中，林书豪的重要
性逐渐降低。替补控卫托尼·道格拉
斯虽然在大局观和传球上不如林书
豪，但他作风硬朗，尤其是防守非常
强硬，因此在一些关键时刻，桑普森
更喜欢使用道格拉斯。

不过麦克海尔还是对林书豪给
予了信任，昨天林书豪和道格拉斯的
上场时间都超过了40分钟，两人在搭
档时发挥都很出色。但麦克海尔希望
林书豪和哈登的组合能够找回赛季
初的感觉，“ 我在等待哈登的回归，
我一直认为他们会是非常有能量的
后场组合，而我得让哈登和林书豪都
能有很好的发挥。”

麦克海尔赛后还给林书豪提了
一些建议，他希望林书豪能够多利用
队友的掩护，“ 第四节最后一攻时，
林书豪似乎拒绝了阿西克给他做的
掩护，选择了1人持球其他4人拉开的
战术。我们最终没有得到出手的机
会。我希望林书豪能多用掩护，这会
对他很有利。”

这一场爆发，只是昙花一现，还
是又一轮“ 林疯狂”的起点？相信麦
克海尔和林书豪会为了实现后一个
选项而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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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队与北京队的比赛中，麦
迪与吉喆的冲突虽然已经过去了几
天，但场外球迷对此的关注依然未
有减弱。而在这其中，几乎大部分的
支持声都给予了麦迪。而同样关注
此事的中国篮协，近日也已经表态，
不会对二人做出处罚，但会给予

“ 警告”。
由于CBA规则中没有明确就

“ 摇手指”做出细化规定，因而目前
在此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争议。中国篮
协相关人士说，虽然CBA竞赛规则中
没有明确禁止队员“ 摇手指”，“ 但
篮协并不鼓励在赛场出现这种行
为。”至于麦迪的肘击行为，篮协对
此给出的态度则是，当值主裁已经对
他的犯规做出了适当的处罚，“ 这事
在场上其实就已经得到了解决。”

正因为如此，篮协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并没有追加处罚吉喆和麦
迪的打算。“ 对于当事双方，我们已
经进行过沟通，他们也对自己的错
误行为有所认识了。”而篮协方面也
会就此事对CBA各支球队做出一个
口头说明，让各队引以为戒避免在
今后出现类似的事件。

记者 杨羡之

吉喆、麦迪都不罚

刘炜与老队友塞勒拥抱。 本报记者 张瑞麒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逸 麟 担 任
TNT解说员的巴克利总喜欢和迈阿
密作对，这个赛季韦德的场均得分有
所下降，是除新秀季之外的最低点，
而巴克利则抛出了“ 韦德老迈论”，
坚持认为韦德已经开始丧失令对手
胆寒的运动能力，杀伤力不仅远远比
不上勒布朗，连波什都不如。

昨天东部第二的热火遇上了第
三的老鹰，勒布朗和韦德都保持了非
常出色的手感，勒布朗16投10中得到
27分，韦德也不遑多让，他13次出手
命中11球，得到了26分。而前一场比
赛中，韦德也有12投9中的表现，这两
场比赛，韦德保持了8成的命中率。

在热火101：92击败老鹰后，勒布
朗表示只要自己和韦德继续这种效
率，热火就不可能输，“ 我知道我们
不可能一直拥有这样的投篮手感，这

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能保持这样
的投篮效率，我们就不会被击败。”

至于巴克利的那番言论，勒布朗
的回应简洁明了，“ 现在巴克利得闭
嘴了。”

而波什对此则另有看法，他认为
巴克利肯定不会闭嘴，“ 他们需要通
过说一些有争议性的内容来维持观
众。”波什说，“ 巴克利这么说只是为
了吸引人们的注意，以后他还会换一
种方式来说，而我们是不会为他的言
论感到焦虑的。”

韦德也表示自己对巴克利说什
么根本不关心，这两场的爆发跟巴克
利没有任何关系，“ 我一点也不记得
这人了，”韦德开玩笑说，“ 我也知道
有些晚上你能13投11中，有些时候也
会13投只有3中。但我只会继续保持
侵略性，继续投篮。”

38分 7 助攻
“ 林疯狂”又回来了

韦德高效表现回击巴克利炮轰

勒布朗：大嘴该闭上了

大鲨鱼
92:106
江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