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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的欧洲足坛和NBA都十

分精彩。 曼城2： 1击败利物浦， 瓜

迪奥拉的球队赢下了这场英超的

巅峰对决， 争冠悬念又回来了。 赛

前利物浦主帅克洛普曾非常理智

地预测了自己的球队未必能够在

客战曼城时全身而退， 不过以他的

野心和利物浦最近的状态， 克洛普

私底下肯定是希望“毕其功于一

役”。 也好， 这样一来， 英超悬念

再续， 利物浦、 曼城和热刺展开

“三国杀”。

同样的， 这个赛季NBA常规

赛的剧本， 也要比往年精彩得多。

莱昂纳德“猛龙” 过江； 字母哥

“雄” 起逐“鹿”； 尽管NBA的总

体格局还是西强东弱， 但至少东部

球队之间的比赛不会像以往那般

乏善可陈。 不过， 上周的闪光点依

旧属于西部， 准确地说， 属于哈

登。

连续5场得分40+， 现役第一；

连续9场得分35+， 历史第二； 连

续11场得分30+， 现役第二； 连续

8场三分球5+， 历史第一； 在火箭

客场135： 134险胜勇士的比赛中，

哈登得到了44分、 10个篮板球、 15

次助攻的超级三双数据， 并且刷新

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系列纪录。 值

得一提的是， 本场比赛保罗、 戈登

两大球星皆因伤缺席， 哈登以一己

之力干翻了库里、 杜兰特、 汤普

森、 格林组成的四人组， 一个集

NBA顶级投手、 得

分手、 防守者的组合。

这对于哈登而言， 是真正意义

上的“封神之战”。 2018年1月， 哈

登在对魔术的比赛中砍下60分、 11

个篮板和10次助攻的数据， 成为

“60+三双” 的历史第一人。 一年

之后， 哈登再上一层楼。

蝉联常规赛MVP？ 人气、 数

据、 代表作都有了， 只要赛季结束

时火箭的战绩不低于西部前四， 哈

登蝉联MVP基本是板上钉钉。

有人不服吗？ 当然有！ 莱昂纳

德带队成绩比哈登好， “字母哥”

的个人天赋比哈登出众， 詹姆斯的

“大哥” 气势比哈登突出， 但是，

哈登身上的领袖气质可不比他们

差。 错误引进安东尼， 保罗伤病不

断， 戈登的状态也是时好时坏， 在

队中的巨头无法及时给予球队更多

帮助的时候， 哈登身上焕发的领袖

光芒反倒越来越耀眼。 以往被吐槽

配不上“哈基石” 这一称号的哈

登， 在这个赛季完全改变了球迷以

往对他的印象

与勇士的比赛进行到决胜时

刻， 哈登眼看着， 杜兰特从界外将

球捞回， 然后库里命中两分球， 勇

士胜券在握。 如果在CBA出现如此

严重的误判， 吃亏的一方估计要罢

赛了。 而这时候的哈登， 在向裁判

投诉未果， 并未出现情绪波动， 接

球晃开汤普森， 顶着格林的防守投

进三分球绝杀， 在队友飞扑过来庆

祝胜利的时候， 哈登还能冷静地招

呼队友部署最后的防守......这才是

大将之风， 巨星风采。

信息时报记者 冯爱军

“哈基石”，谁还不服？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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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杯小组赛 中国

VS

吉尔吉

斯斯坦

亚洲杯将是里皮执教中国男足

的告别战，小组赛首战重要程度不言

而喻，这场比赛的成败一定程度上将

决定小组赛的出线前景。 老队长郑智

因红牌停赛缺席。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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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常规赛 掘金

VS

火箭

西部强强对话。 火箭在近四次与

掘金的交战中取得全胜，可谓掘金的

“克星”。 火箭此番遇到西部领头羊掘

金，还是得看哈登的发挥。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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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杯次回合 中国香港队

VS

广东队

首回合广东队以2:1取胜，次回合

客场作战， 广东队核心卢琳缺阵，陈

志钊将率队力争省港杯。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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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杯 中国

VS

菲律宾

菲律宾队由归化球员组成，前富

力主帅埃里克森带队， 该队是C组最

弱的球队。

1

月

14

日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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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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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 热刺

VS

曼联

本场比赛将是孙兴

慜

赴西亚参

加亚洲杯前最后一场联赛。 他选择在

打完与曼联的这场重要比赛之后才

离队， 为此将错过亚洲杯小组赛

前两战，但这也是最大程度

兼顾俱乐部与国家队

的折中方案。

本周视点

“这感觉真好，我想念这里的每

一个人，很高兴再次回来！ ”———

1

月

6

日，马来西亚羽毛球名将李宗伟战

胜癌症后重返羽毛球队时表示 ，他

期待第五次征战奥运会。

点评：

2020

年，还有“林李大战”

吗？

“我们才

20

岁 ，太小了 ，相什么

亲。正是大好青年，现在不都是流行

50

岁结婚。 ”———近日，傅园慧携父

亲参加综艺《我家那闺女》时被问道

是否有相亲打算时如是说。

点评： 现在

1995

年出生的都是

“老阿姨”了！

“真的很抱歉，这个是当地媒体

自己印制的手册， 并不是我们制作

的官方手册。闭上眼睛，大家还是不

要看这个了。 ”———亚洲杯官方宣传

册错漏百出后， 扎耶德体育城体育

场负责的新闻官永松女士如此回

应。

点评：“甩锅”最在行。

本组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点句成金

哈 登 三 分

球绝杀的这一

幕将成为本赛

季的经典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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