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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炯走不出阴影 申鑫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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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炯下课后，俱乐部内部人员直言队员们的状态“ 很不对”。

朱炯未走出下课阴影
上周日被俱乐部宣告下课之后，最近

两天，朱炯一直待在家中休整。电话没有
关机，遇到朋友或是媒体的问候时，他的
态度倒是出奇的冷静。离开了申鑫俱乐
部，朱炯也是坦言，自己需要一段时间好
好休整和思索。“ 我现在还没有从这个被
解约的不良情绪中走出来，要知道人在情
绪不好的时候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
我暂时不想为今后的路做出什么决定。”
朱炯说他现在最想的就是好好陪一陪家
人，下周他将和妻儿一起去泰国旅游。

自从朱炯下课的消息传出之后，最近
几日，球迷们也纷纷通过各个途径表达了
惋惜之情。对此，朱炯也是了然于胸，“ 感
谢那些支持我的球迷，无论是在南昌还是
回到上海，他们对球队的不离不弃我都看
在眼里，真的非常感谢。”据悉，昨天上午
朱炯已经到俱乐部办理完了解约手续，申
鑫方面也给予了他未来三年半的工资，以
及一笔不菲的解约费。

直至目前，朱炯依然未能走出下课的
阴影。即便是此前外界早有种种传言，但
在朱炯的眼中，自己依然能够率领这支球

队继续前进。“ 包括对恒大的那场启用两
个年轻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为下一轮的
上海德比做准备，所以说我根本没想到会
这么突然地下课。”

心态失衡何谈德比争胜
朱炯走了，可是申鑫的生活还需要继

续。昨晚足协杯与杭州绿城的这场比赛，0:2
失利的他们虽然又遭遇了一场溃败，可并
没有出乎俱乐部的意料，或者说，他们原本
就已经做好“ 放掉这场”的准备。本场比
赛，王赟、于涛、凯撒等主力球员全未上场，
首发阵容更是几乎全部以年轻球员组成。

这一切，只因为本周与申花的同城德
比。“ 队员们最近的状态很不对，而且前两
场德比我们都输了，这场至少要努力去争
取一个平局！”一位申鑫俱乐部内部人员
告诉记者，“ 让队员们好好休息保持状态，
老郭也会抓紧时间努力和球队磨合。”

只是，上半场最后时刻被对手连进两
球，整场比赛队员们表现出缺乏求胜欲望
的精神。依靠这样的状态挑战申花，申鑫
能够拥有几成胜率实难估计。“ 一个不好，
说不定又要输三个。”一位圈内人士如是
坦言。

心怀不舍的朱
炯离去了，留下的，
则是目前处于“ 军
心涣散” 的球队。
昨晚足协杯面对杭
州绿城，那支以顽
强著称的申鑫悄然
消失，似乎朱炯的
离去，也带走了他
们的求胜欲望。被
对手连灌两球且状
态全无，即便是以
年轻球员出战，但
这样的一支申鑫，
拿什么去谈本周与
申花的“ 德比”？
本报记者 杨羡之

本报广州专电 特派记者 陈宏 在爆
冷淘汰申花后，中乙球队大理锐龙队的表
现，让云南足协人士都大呼“ 不可思议”，
但昨晚在天河体育中心踢的2013足协杯
1/8决赛，他们没能在恒大身上创造奇迹，
以1:7的悬殊比分被淘汰。

大理锐龙队只是中乙球队，但他们淘
汰申花的表现，还是引起了极为认真的恒
大主帅里皮的关注。虽然早就计划派预备
队出场，只让秦升、荣昊、赵旭日三名主力
出现在这次足协杯的首发阵容里，但他还
是在6月份就专门派出助手去现场看了大
理锐龙的比赛，自己也随后看了他们和申
花的比赛录像，并得出了对方“ 很有激
情”的结论。

确实，年轻的大理队和申花、恒大这

些强队比赛，并没有什么心理包袱，更多
的反而是兴奋。这样的灯光球场、顶级的
草皮，都是中乙不具备的，而且，现场的观
众人数，也是他们很少见到的———昨晚的
恒大主场，到场观众有一万多人！这些，都
刺激了他们拼得更凶。

也因此，向来对自己名声负责的里
皮，也严谨地出现在了主教练座位上，和
其他一些中超球队使用助理教练不同的
是，他全程指挥了球队作战，而且颇为投
入。当然，他也有自己的私心，在这样的比
赛中，派上一些此前很少登场的球员，也
可以保证板凳球员的状态。里皮的投入，
也让结果因此并无悬念，大理队成了恒大
练兵的对象，惨遭蹂躏，仅在下半场获得
一个点球，才避免了被剃光头的命运。

恒大 7:1 淘汰大理锐龙

里皮认真备战拒绝冷门

在早先结束的另一场8分之一决赛
中，上海上港队客场2:4不敌青岛中能，没
能晋级8强。不过，由于上港队人员方面的
原因，他们实在无力足协杯、中超双线作
战，只能派出替补阵容，更夸张的是，包括
两名守门员和一名受伤球员在内，他们仅
带了14名球员，连换人都没法实现。

双方在90分钟的比赛中战成0:0平，在
随后的点球大战中上港队才败北。带队的
助理教练蒋炳尧说：“ 今天这场比赛，要感
谢队员们，他们非常努力，认真按照赛前
的布置，打出自己的风格水平，最后点球，
年轻队员可能有些紧张。”

记者 陈宏

上港点球大战不敌中能

本报讯 记者 张逸麟 NBA昨天宣布
了新赛季30支球队的工资帽为5867.9万美
元，比上赛季上升了63.5万，新赛季的奢侈
税起征点则为7174.8万美元，比上赛季提
高了144.1万美元。

不过NBA将在新赛季推行新的奢侈
税计算方式，对于那些可能要缴奢侈税的
球队来说如同噩梦，这也是2年前那份新
的劳资协议所规定的。新赛季NBA奢侈税
将采取“ 阶梯式”，超过奢侈税征收线0—
499万美元部分：每超1美元，将支付1.5美
元的奢侈税，之后以每500万美元为一档，
逐步提高奢侈税惩罚力度，如果超过奢侈
税征收线1500-1999万美元部分：每超1美
元，将支付高达3.25美元的奢侈税。同时新
的劳资协议对奢侈税还加入了“ 惯犯”制

度，如果一支球队在4年内至少有3年超过
奢侈税线，那么将被定义为“ 惯犯”，“ 惯
犯”球队的税率将在原税率的基础上再增
加1美元。

对于收到的奢侈税，NBA也算是“ 取
之于队，用之于队”，上赛季NBA从奢侈
税方面从6支球队那里收入了7056.601万
美元，这其中的50%将作为上赛季的收入
分成，剩下50%将平均分给剩下24支没有
超税的球队，未超税球队将各自得到总奢
侈税一半的1/24，即147.0125万美元。

当 然 NBA 也 在 避 免 出 现 那 些 混 吃
省钱的球队，联盟要求球队的薪金总
额必须要达到工资帽的90%以上，否则
在赛季结束的时候将会被联盟处以追
加罚款。

NBA调整工资帽结构

新赛季“ 奢侈”的代价更大了

》链接 篮网取代湖人成缴税大户
过去的那个赛季，得到霍华德的湖人无

疑是奢侈税缴纳大户，他们需要缴纳2925万
美元的奢侈税，高居联盟榜首，成功夺冠的
热火也将缴纳1334万美元奢侈税，此外篮
网、尼克斯、公牛和凯尔特人都超过了奢侈
税起征线，而6支超税球队中，有5支来自东
部，而西部除了湖人，都不用缴奢侈税。

这个夏天湖人没能与霍华德续约，这
将减轻球队的薪水压力，而湖人显然希望
减轻新赛季新的奢侈税制度带来的压力，
他们特赦了慈世平，这可以为球队剩下
1900万美元。不过湖人目前队中8名球员
的合同也已经超过了新赛季的奢侈税起
征线，如今只能动用老将底薪来签自由球
员补齐阵容，昨天前湖人球员乔丹·法玛
尔以1年的老将底薪与湖人签约。

新赛季的奢侈税缴纳大户会从湖人
变成篮网，在完成了与凯尔特人的交易

后，篮网新赛季的总薪金已经达到了惊人
的1.0048亿美元，超出奢侈税线2873万美
元，篮网下赛季将支付高达7961万美元的
奢侈税，这意味着，在新的奢侈税制度下，
篮网要比以前多交5000多万美元，他们成
为新制度的第一个牺牲品。

篮网新赛季的奢侈税不仅傲视全联盟，
在NBA历史上也是首屈一指。之前单赛季交
税最多的球队是2002-2003赛季的开拓者
队，他们交了5200万美元；其次是2006-2007
赛季的尼克斯，交了4500万美元。

篮网的俄罗斯老板普罗霍洛夫并不
是很在乎钱，关键是这些钱能有所回报，
而具有警示作用的是，缴纳奢侈税并不意
味着球队会取得成功，之前交税最多的开
拓者在当年那个赛季也只赢了50场比赛，
季后赛首轮被淘汰；而缴税第二多的尼克
斯当年只有33胜。 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记者 张逸麟 霍华德虽然已
经情定火箭，激动之余，火箭总经理莫雷
和主帅麦克海尔都说了不少爱慕之词，而
这违反了NBA的规定。按照NBA规定，在
自由人市场冻结期中，球队不能将口头承
诺当作一桩确定的协议进行公开评论，而
这些天火箭上下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霍
华德，为此联盟决定重罚火箭15万美元。

联盟处罚的力度很重，可这依然堵不
住火箭的嘴，昨天老板亚历山大再次发表
了关于霍华德的言论，他表示火箭目前有
了联盟最好的中锋以及最好的双能卫。

“ 我们现在有了联盟中最好的中锋以
及最好的得分后卫（ 哈登），联盟里没有
几支队能声称他们在两个位置上有最好
的球员。”亚历山大颇为自豪地表示，“ 在

我看来，火箭的未来一片光明，除了哈登、
霍华德之外，我们还有帕森斯以及一些出
色的年轻球员，在未来的7到10年里，我们
都会很有竞争力。”

亚历山大并不认同那些对于霍华德
的批评，“ 我和他见过面，他并不是像人们
说的那样喜怒无常，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
好人，即使是为霍华德做体检的医生也很
喜欢他，我觉得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不公平
的。”同时亚历山大还比较了火箭和湖人两
支有优秀中锋传统的球队，湖人历史上曾
拥有张伯伦、贾巴尔、奥尼尔等出色中锋，
但亚历山大认为火箭在这一点上超越了湖
人，“ 我们比其他任何球队都要好。辛普森、
奥拉朱旺、摩西·马龙、埃尔文·海耶斯、姚
明、穆托姆博，现在还有了霍华德⋯⋯”

违规谈论魔兽火箭遭联盟重罚

本报讯 记者 张逸麟 昨天NBA解冻
了自由人签约市场，保罗和快船完成了第
一笔签约，而霍华德还未与火箭正式签
约，不过他已经抵达了休斯敦，并接受了
火箭的身体检查，他要等到当地时间本周
三才能正式和火箭签约。

来到休斯敦的魔兽似乎心情大好，昨
天一早，霍华德出现在了休斯敦一家餐
馆，他还当场支付了餐馆中所有人的早餐
费用。

如此好心情也来自于自己的身体状
况，在接受体检前，霍华德就表示自己正
在恢复到100%的健康，“ 这样一来我就能
打出统治力的表现，并且带领火箭去争夺
冠军。”霍华德说，“ 很多人都觉得我已经
完了，没法再打出巅峰的状态。但很高兴，
还是有一些人仍然信赖我。这是一个全新
的开始，现在我有机会去书写真正属于我
的历史了，我对于在休斯敦来做这件事感
到非常期待。”

霍华德完成体检 出手阔绰为陌生人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