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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榜首大战，

勇士“打花”掘金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一场西部

领头羊之间的对碰，因为勇士队“海啸三

兄弟” 的大爆发而变成了一面倒的比赛。

昨天，勇士在客场 142:111 大胜掘金。 本场

比赛过后， 勇士场均得分已经达到 118.0

分，位居联盟第一。

其实昨天比赛只打了一节，胜负的走

向已经相当明显。 勇士 51:38 领先掘金进

入第二节的比赛。 勇士全队在首节三分球

14 投 10 中，51 分也是队史第二高单节得

分。 同时，这也是 NBA 历史自 1954~1955

赛季以来最高的首节得分。

本场比赛，库里和汤普森都拿到了 31

分，杜兰特也有 27 分进账。不过赛后，只得

到 4 分的格林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本场

比赛格林的正负值高达+41， 并送出了 13

次助攻，对此他表示，“我和很多杰出的球

员并肩作战，很多优秀的球员。 我只是努

力在他们喜欢的位置找到他们，他们投得

真的很好。 过去多年，我一直是这支球队

的进攻组织者，那就是我的工作。 ”

遭遇惨败之后，掘金头号球星约基奇

引用了美国影星丹泽尔·华盛顿的名言来

疗伤：“丹泽尔·华盛顿说过，‘不要害怕

惨败’。你需要经历一些失败，然后就会

开始思考如何达到更高的水平。 ”本场

比赛约基奇上场 23 分钟，贡献 17 分、4

个篮板和 8 次助攻的数据，表现低于平

均水准。

天津天海“挂牌”“换帅”

崔康熙遭单方面解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天津权健俱

乐部昨日正式更换俱乐部名称，球队基地

挂上了新队名天津天海以及新队徽， 就连

微博账号也及时更名完毕。 有消息称，该

队已经无力支付崔康熙教练团队的费用

并打算换帅，一场劳资风波或将掀起。

在先后通过工商部门和中国足协完成

了俱乐部的更名手续后， 天津天海足球俱

乐部基地昨天正式安装了俱乐部标识和

队徽， 这也是天津天海俱乐部队徽首次以实

体的形式亮相。 安装现场上，安装工人冒着严

寒登高将天海二字挂上， 但是原本权健二

字留下的印痕并未抹去。

目前， 天海足球队正在阿联酋阿布扎

比进行封闭冬训， 主教练崔康熙及其经纪

人日前已返回中国，与俱乐部协商球队下

一步的相关事宜。

在俱乐部经营状况出现较大变动的情

况下， 崔康熙及其团队的薪金待遇据悉已

经超出了目前俱乐部所能承受的范围。 央

视记者刘思远昨日在微博中透露，“据崔团

队人员介绍， 新挂牌的天津天海足球俱乐

部已经给崔康熙和所有教练团队发正式

函，要求解约！所以现在崔康熙已经不能继

续在阿布扎比带队训练， 算是‘杯酒释兵

权’吧。 现在崔康熙团队正在紧急开会，一

方面向俱乐部发出抗议， 另一方面准备明

天

（

17

日）

在天津召开发布会发表声明！ ”

外租高拉特之后， 恒大得到了

外援名额和薪资方面的双重空间。

有消息称， 韩国外援朴志水已经抵

达迪拜，将与恒大汇合。不过考虑到

中超没有亚外之说， 朴志水有可能

是恒大仅为亚冠所考虑的短签球

员。

而在高拉特离队不到 24 小时

后， 巴塞罗那方面便宣布了租借给

恒大的巨星保利尼奥已经被恒大买

断的消息， 暴力鸟也因此在理论上

成了广州恒大新年的第一签。

根据西班牙媒体《世界体育报》

报道，除了花费 4200 万欧元买断保

利尼奥外， 恒大还支付给巴萨 550

万欧元的租借费， 也就是总共需要

给巴萨 4750 万欧元。

另外，在恒大的引援名单中，杜

杜等球员依旧被传闻尚在谈判中，

当然，最令球迷们关心的，还有一名

甚至可以不占用外援名额的“外

援”，那就是埃弗顿的华裔后卫布朗

宁。

根据英国媒体《天空体育》的记

者阿兰·迈尔斯在其社交账号里透

露， 效力于英超埃弗顿的华裔后卫

迪亚斯·布朗宁即将离队，而他或将

在 24 小时内宣布加盟一家中超俱

乐部。而根据目前所得到的消息，迈

尔斯口中的这家中超俱乐部， 很有

可能就是广州恒大队， 甚至在布朗

宁个人的社交账号上， 他已经关注

了包括广州恒大球员张文钊以及广

州恒大的技术工作人员等人的社交

媒体账号。

据悉，1994 年出生的布朗宁，

打过 7 场英超和 27 场英冠赛事 。

他的外祖父是中国人，其母亲是

英国华裔，因此布朗宁符合国际

足联规定的归化条件，如若归化

成功，甚至有资格代表中国国家

队出战比赛。当然，除了广州恒大

以外，诸如山东鲁能、北京国安、江

苏苏宁等归化试点俱乐部也有机会

签下布朗宁。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重返巴甲，高拉特“追梦”而去

追随斯科拉里，只为入选巴西国家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

京时间前日深夜，多家国外媒体透

露，恒大巴西外援高拉特已经确定

将重返巴甲追随斯科拉里。 帕尔梅

拉斯俱乐部随即也宣布租借高拉

特一年， 后者有可能需要自降年

薪。

高拉特已经在恒大效力 4 年，

目前年薪为 600 万欧元，关于他重

返巴甲后的收入问题，有多种版本

的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高拉特自

愿降薪一部分、帕尔梅拉斯负担一

部分、赞助商负担一部分；另一种

说法则是， 恒大让度部分租借费

用，但球员需要先与恒大续约再外

租。 此外，协议中设有买断金额，为

1500 万欧元，这个金额与当初恒大

引进高拉特时候的费用相当。

过去帕尔梅拉斯多次求租高

拉特， 均遭到恒大方面的高额要

价，但是如今恒大态度软化，也让

这笔交易即将变成现实。 未来一个

赛季， 高拉特将为帕尔梅拉斯效

力，并且继续留在帕尔梅拉斯基地

恢复自己的膝盖伤病。 据了解，高

拉特至少要等到今年三月份，才能

正式伤愈复出。

此前曾有消息称，恒大要视新

外援的引进情况，来决定是否让高

拉特离开。 如今来看，随着高拉特

加盟帕尔梅拉斯，或许意味着恒大

即将敲定一名新外援，只不过目前

这个人选具体是谁，尚不得而知。

自从 2015 年加盟广州恒大淘

宝俱乐部以来，高拉特在代表恒大

出战的 157 场比赛中打进 103 球，

是目前队史第二射手。 帮助球队赢

下了包括 1 次亚冠、3 次中超、1 次

足协杯、3 次超级杯在内的多座奖

杯，算得上是恒大的功勋球员。

据记者了解，高拉特的离队意

愿由来已久，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恒

大已经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挑战，另

一方面也是因为高拉特自己认为

回到巴甲联赛，对于重返巴西国家

队会有所帮助。

受伤期间，高拉特返回巴西进

行康复训练，一直借用的是帕尔梅

拉斯俱乐部的设施。 这家俱乐部上

赛季在斯科拉里的指挥下拿到了

巴甲冠军，而斯科拉里也有意和高

拉特再度合作，冲击今年南美解放

者杯的冠军。 对于高拉特来说，斯

科拉里与蒂特之间的良好关系，以

及重回巴甲的便利条件，让他也有

机会接受国家队教练组的近距离

考察，或许有机会在下半年的美洲

杯预选赛中得到国家队征召的机

会。

令人遗憾的是，在确认回归巴

甲之后的高拉特，第一时间在社交

平台上的感言， 只字不提广州恒

大。“我生涯新的篇章！ 很特别的一

天，我接受了这个新的挑战，很高兴穿

上了帕尔梅拉斯的球衣， 感谢那些为

了让我能回归付出巨大努力的朋友

们，很高兴又回到了这里，我要用

最好的方式来回报你们。 ”

埃弗顿华裔后卫加盟恒大？

高拉特追随斯科拉里（右二 ），就是为

了争取更多的表现机会， 以重返巴西国家

队。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