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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

火箭队逐

渐展现自己作为常规赛卫冕冠军的霸气，

虽然因为疲劳的缘故被开拓者终结了连胜

的脚步， 但继此前击败西部第二的卫冕总

冠军勇士队之后， 昨天他们又在主场以

125：113大胜西部领头羊掘金队。 值得一提

的是，这是火箭面对掘金取得的连续第9场

胜利。 火箭上一次输给掘金要追溯到北京

时间2015年12月14日，火箭当时以108：114

不敌对手。

“尽显大将风范”， 这是对哈登本场表

现最恰当的总结。 哈登本场比赛得到32

分、 5个篮板和14次助攻。 本场比赛之后，

哈登职业生涯常规赛总得分已经达到

17021分。

“他们确实包夹了我， 每个回合都是。

就像我经常说的那样， 我很信任我的队友

们，相信他们可以打出表现。塔克命中了一

些关键投篮，豪斯打得不错，格林命中了一

些关键投篮，还有卡佩拉，他在内线是一头

野兽。 ” 赛后哈登将赢球的功劳分给了队

友，“这样的话，对手很难防守。大家都有信

心，都找到了手感。我们最近一直都是这样

的，我们要保持住这样的自信，出手我们的

投篮，打出防守。 ”

掘金本场比赛采取夹击哈登的防守策

略， 让火箭的角色球员有了展现自我的机

会。 本场比赛， 火箭全队命中了22个三分

球，这是他们本赛季第6次单场命中至少20

个三分球，排在联盟第一。单场命中至少20

个三分球场次排在联盟第二的是凯尔特人

（

3

次）

，掘金、勇士和雄鹿

（

2

次）

并列排在联

盟第三。此役，火箭三分球大队的代表人物

是防守悍将塔克， 他得到的21分全部都来

自于三分球，命中7记三分球刷新了个人生

涯单场三分球命中纪录。除此之外，内线的

卡佩拉也因为哈登的传球受益， 前者18投

13中，砍下职业生涯最高的31分。

本赛季联盟最大的黑马、 长期占据西

部第一的掘金队本场比赛完全被火箭队打

懵，稍感安慰的是，球队核心约基奇在这场

焦点战打出了应有的水准。 他本场有24分

和13个篮板球的两双数据， 约基奇常规赛

生涯至今已经有60场比赛至少拿到20分、

10个篮板。本场之后，他成为了掘金队史过

去35个赛季第四位至少60次得到20+10的

球员， 前三位分别是安东尼奥·麦克戴斯、

拉斐特·利弗和卡梅罗·安东尼。

信息时报香港电 （特派记者 邹

甜）

第 41 届省港杯第二回合的比赛将

于今晚 20 时在香港大球场举行。首回

合广东队以 2:1 取胜，此役，在上场比

赛卢琳将缺席的情况下， 广东队将由

陈志钊。

上周末在广东省人民体育场进行

的省港杯首回合的比赛中， 卢琳和陈

梓杰分别进球， 中国香港队则在 0:2

落后的情况下扳回一球， 港队主帅郭

嘉诺表示，“这粒进球不仅让我们队的

士气有提升， 而且也给予了更多球迷

来现场支持他们的理由， 希望第二回

合能赢球， 帮助他们更好地备战 U23

亚洲杯预选赛。 ”郭嘉诺还强调了球队

的进攻，“我们如果先丢球，会很吃亏，

在主场就一定要主动，会以进攻为主，

希望尽快取得第一个进球。 ”年轻球员

孙铭谦是中国香港队首位 2000 年后

出生的球员， 他表示虽然不保证一定

夺冠，但一定会拼到终场哨声响起。

广东队本周一上午经过一堂恢复

为主的训练课后， 当日下午便来到香

港进行备战。 去年广东队征战香港客

场时未能在比赛场地进行赛前适应训

练，最终以 0:2 输球，今年遇到了相同

的问题，但陈玉良认为问题不大，他相

信队员们能为球迷交出一份完美答

卷。“我们大部分球员在各自的联赛中

都有丰富的经验， 当然也不能忽视对

方实力，上一场我们两球领先，对方都

扳回了一球，所以要百分百集中精神，

不能掉以轻心。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

火箭昨天宣布， 已经正式将后卫

迈克尔·卡特·威廉姆斯

（ 迈卡威）

和部分现金送去公牛， 换回了一

个未来的带保护次轮选秀权。 根

据此前的报道， 火箭得到的次轮

选秀权保护非常严密。

迈卡威本赛季的薪水为 176

万美元， 他这份合同本来将于当

地时间今天

（

1

月

7

日）

下午 5 点

变为全额保障合同。 火箭此举是

为了清理薪金空间， 这也让他们

节省了 260 万美元的奢侈税。 本

赛季至今， 迈卡威共出战了 16 场

比赛， 场均得到 4.3 分 1.3 次助攻。

另一方面， 火箭此举也是为

了转正豪斯做准备。 火箭从发展

联盟提拔上来的豪斯， 这份双向

合同将在本周末结束， 火箭早就

计划与豪斯签订一份正式合同。

而在交易迈卡威之前， 火箭队的

花名册已经满员， 只有腾出一个

名额， 球队才有可能正式和豪斯

签约。

掘金队本赛季战绩突飞猛进，

出色的防守是关键因素。 掘金目前

场均失分 105 分， 排在联盟第三；

场均篮板 47 个，联盟排第六。 与掘

金一战，对于善于进攻但内线防守

薄弱的火箭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最终， 卡佩拉经受住了这一考验，

守护了“航天城”。

“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 终结

得分，打得格外好。 他非常努力，在

快攻里得分，在攻防两端都影响了

比赛。 ”谈到卡佩拉的表现，哈登盛

赞了自己的队友。

火箭队今夏最大的手笔就是

留住了队中重要的两名球员，其一

是以 4 年 1.6 亿的大合同续约保

罗， 其次就是是以 5 年 9000 万留

下卡佩拉。 在火箭制服组眼里，卡

佩拉和保罗一样是建队基石，而到

目前为止，卡佩拉并没有辜负球队

对他的信任。

虽然签下了一份大合同，但卡

佩拉这个赛季还保持着快速进步

的势头。 在本场比赛刷新职业生涯

新高的 31 分之前， 卡佩拉职业生

涯最高得分是 29 分

（ 两次） ，

且都

是在本赛季得到的。 本赛季，卡佩

拉场均 17.6 分、12.8 个篮板， 比上

赛季的 13.9 分和 10.8 个篮板都有

了较大的进步。 另外，卡佩拉场均

拿下 5 个进攻篮板， 排名联盟第

二；场均篮板 12.8 个，排名联盟第

五；场均盖帽 1.87 个，排名联盟第

六；赛季 27 次获得“两双”，排名联

盟第五。 种种数据统计显示，瑞士

人正在逐渐成长为联盟一流的内

线球员。

信息时报记者 冯爱军

省港杯次回合将于今晚进行

陈玉良：队员要百分百集中精神

哈登搭台，卡佩拉唱戏

火箭“降服”西部第一

卡佩拉守护“航天城”

火箭送走迈卡威“减负”

卡佩拉肆虐掘金的篮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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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钊（左）出席赛前发布会。 邹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