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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被横扫，杜兰特缺席，勇士客场复仇火箭

终极悬念还要留到季后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上

赛季鏖战西部决赛的两支队伍勇士和

火箭， 昨日在航天城的丰田中心上演

了本赛季常规赛的最后一场对决。 最

终，勇士客场以 106:104 险胜火箭。 本

赛季，火箭队已经 3 次战胜勇士队，这

次勇士队复仇成功， 避免了被前者在

常规赛横扫的尴尬结果。 虽然火箭 9

连胜的势头被终止，但外界普遍认为，

火箭仍然是勇士夺取总冠军路上的最

大对手， 两队还会在今年的季后赛中

再次分出胜负。

“我们犯了太多错误。 当你面对一

支这么优秀的球队的时候， 我们必须

打得努力，打得聪明。 我们思想上犯了

错误，特别是在首节，给了对手空位出

手的机会。 ”虽然输球了，不过哈登认

为火箭队这场比赛总体表现还是做得

不错，“我们是一支完全不同的球队，

我们韧性十足，拼到了最后一秒。 ”

本场比赛杜兰特缺阵， 不过勇士

队的进攻火力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原因是汤普森的状态继续火热。 上场

36 分钟 23 投 12 中，其中三分球 10 投

5 中，罚球 1 中 1，得到全场最高的 30

分。 此役过后，汤普森已经连续 7 个赛

季投进 200 记三分球， 与队友库里并

列历史第一； 同时他常规赛三分球命

中数追平佩贾排名历史第 17。

还有一组有趣的数据，自 2014/15

赛季起，包括昨天这场比赛，两队在丰

田中心交手 10 次， 勇士取得了 8 胜 2

负的成绩。而同时段，两队在勇士主场

甲骨文球馆进行的 8 场常规赛， 两队

战成平手。 本季，火箭已经连续 2 次攻

陷勇士客场； 近 5 次在火箭队的主场

作赛，勇士赢了 4 次。 有球迷对此调侃

说：“甲骨文球馆也大有成为火箭‘福

地’的趋势，好在勇士下赛季就要搬去

旧金山了。 ”

场外

火箭续约总经理莫雷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据

《休斯敦纪事报》报道，火箭队总经理

达瑞尔·莫雷已经和火箭队达成了一

份 5 年的续约合同。 今年 46 岁的莫

雷正处于合同的最后一年。

“我超级开心。 ” 莫雷续约后表

示，“我希望一生都在火箭队工作。 我

要感谢蒂尔曼·费蒂塔

（火箭队老板）

对我们团队的信任。 当然，也要感谢

德安东尼教练和其他所有的教练以

及工作人员。 ”

莫雷从 2007 年开始担任火箭队

总经理，至今已经 12 年。 去年夏天，

76 人有意邀请莫雷担任总经理，但是

莫雷最终选择留在火箭。 上赛季，莫

雷通过一次涉及“8 换 1”的交易得到

了保罗， 这让火箭成为常规赛冠军，

还差点扳倒了勇士，哈登实现了当选

常规赛 MVP 的梦想， 莫雷当选年度

最佳总经理实至名归。

虽然莫雷与火箭队的续约年薪

没有透露， 但是蒂尔曼·费蒂塔明确

了一点：“达瑞尔

（莫雷 ）

将成为联盟

里收入最高的总经理之一，这是他应

得的。 ”

勇士队格林

签约詹姆斯经纪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据

美国权威 NBA 记者马克·J 斯皮尔斯

报道， 勇士队大前锋德雷蒙德·格林

正式宣布他签约了著名 NBA 经纪

人、 也是勒布朗·詹姆斯发小兼经纪

人里奇·保罗， 但是他否认自己是受

到勒布朗·詹姆斯的招募。 格林将在

2020 年夏天成为一名非受限自由球

员，他可以在今年夏天和勇士队提前

续约。

“Klutch 是一家处于领先地位的

经纪公司，这些年，我不断了解和熟

悉里奇·保罗。 ” 格林在谈到签约里

奇·保罗的原因时说道：“我们的关系

很密切。 作为一名经纪人，他非常了

解球员想要什么。 所以，为什么不呢？

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别人的想法，但是

我不在乎。 ” 格林解释说：“我加盟

Klutch 和勒布朗无关。 我和勒布朗在

这些年建立起了友谊，和朋友一起做

生意总是很棒，而且他们以正确的方

式做事。 但是， 勒布朗从未招募过

我。 ”

里奇·保罗是一位王牌 NBA 经

纪人， 他的客户里包括了詹姆斯、戴

维斯、西蒙斯、沃尔等超级巨星。

数据

常规赛“勇火对决”数据

（客场球队在前）

勇士考虑为考辛斯“降速”

“我认为一对一没人能阻挡我，就

这样。 所以说实话，你派任何人来防我

都行。 ”考辛斯本场比赛上场 32 分钟，

16 投 11 中得到 27 分、另外还能贡献 8

个篮板、7 次助攻以及 2 次抢断。 另一

方面，汤普森本场比赛能够得到高分，

考辛斯在内线的巨大牵制作用， 也不

能被忽视。 所以，在接受赛后采访时，

考辛斯表现得“豪气万千”。

因为考辛斯的出色发挥， 勇士主

帅科尔还在赛后释放了球队有可能会

为考辛斯而“降速”的信息。“他仍然处

在恢复过程的早期。 我们所有人都还

在学习，我也是，必须要学习如何更好

地使用他。 我认为我们把他用得更好

了，我认为他在油漆区打得很棒，他在

篮下掌控了比赛。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

场很好的胜利。 我们还剩 15 场比赛来

弄清楚如何使用每一个人， 以及不同

的人员组合。 ”科尔继续说道：“这对我

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踏板， 考辛斯已

经为我们打出了很好的表现， 我们的

比赛感觉不一样了。 有他在情况就不

一样了，我们以前没有这样的选项。 有

时候我们打得有一点快， 投了太多糟

糕的快速投篮， 而不是让他在禁区翻

江倒海。 ”

信息时报记者 冯爱军

2018年11月16日：

勇士86:107火箭

（库里 、考辛斯缺

席，哈登得到

27

分）

2019年1月4日：

火箭135:134勇士

（保罗 、戈登 、考

辛斯缺席，哈登

44

分并献上绝杀）

2019年2月4日：

火箭118:112勇士

（哈登缺席 ，保

罗、戈登合砍

48

分）

2019年3月14日：

勇士106:104火箭

（杜兰特缺席，汤

普森、库里、考辛斯合砍

81

分）

考辛斯和卡佩拉的对位看点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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