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季后赛首轮，当年在

常规赛收获67胜的头号种子独

行侠遭勇士“黑八”。当时在2:4被

勇士淘汰后，愤怒的诺维斯基抄

起一把椅子，也可能是一个垃圾

桶

（没人记得到底是什么了）

，在

客场更衣室外的墙上砸出了一个

洞。 后来勇士并没有填补这个洞，

而是用一块有机玻璃把它盖住了。

几年之后的2011年，独行侠在

诺维茨基的带领下赢得了总冠军。 诺

维茨基在这块有机玻璃上签下了自己

的名字， 并在洞上方钉了一件当年季

后赛的勇士主题T恤， 上面写着“we

believe”

（我们相信）

。 下赛季勇士将把

主场搬到旧金山的大通中心， 勇士计

划把那块墙被砸出洞的部分切下来，

一起搬到全新的大通中心。

“苦乐参半，在对手的球馆留下点

什么东西总是很棒的， 不过这也是他

们很好的回忆， 对我来说并不是太好

的回忆。 不过我除了欣然接受它也别

无他法了。 ”诺维茨基日前谈到这件事

时说道，“这是我生涯的一部分， 是我

历史的一部分。 我一直说如果没有

2006和2007年季后赛的连续失败，我

就不会成为2011年那个赢得冠军的球

员。 这是我旅途的一部分，这是非常残

酷和艰难的经历， 不过我从中成长了

很多。 ”

信息时报记者 冯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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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

昨日， 达拉斯独行侠在客场以126：

91大比分战胜了让库里轮休的金州

勇士队。 独行侠新星东契奇在只打

三节的情况下就取得了职业生涯第

6次三双数据。 此外，独行侠的另一

位球星、41岁的诺维茨基也在本场

比赛中刷新了个人赛季得分新高。

本场比赛，东契奇出场27分钟，

14投6中，得到23分、11篮板、10助攻

和3抢断。“这是一场很棒的比赛，我

认为球队中的每个人都挺身而出做

出了贡献， 面对金州勇士队这样的

对手，我们的表现很棒。 ”谈到客场

战胜勇士， 东契奇赛后接受采访时

说：“在这座球馆里打球总是很有

趣， 对手是NBA历史上最出色的球

队之一，对阵他们总是非常特别。 ”

和东契奇一样表现出众的还有

老将诺维茨基，第一节诺维茨基就5

投4中得到10分，全场他得到了个人

赛季最高的21分。 诺维茨基谈到自

己开场的比赛节奏时说：“我不会说

自己是盛年的德克

（诺维茨基）

，那

已经过去很久了， 不过热身时我的

投篮节奏很好。 第一个战术就是为

我叫的，我知道我的投篮会进。 ”由

于勇士落后太多， 第四节比赛开始

前很多球迷都提前退场了。 不过那

些留下来的主场球迷都在为诺维茨

基鼓掌。

第三节结束的时候， 独行侠已

经得到了108分，而勇士队只得到了

70分。这是自科尔执教勇士以来，勇

士队三节最大落后分差。 勇士上一

次三节过后至少落后38分以上，是

2001年11月21日， 他们与尼克斯队

的比赛。

以往比赛三节打卡， 赢家都是

勇士队， 可这次轮到勇士队的球员

品尝早早输球的苦涩。 赛后有美国

记者在推特上调侃称， 独行侠队今

天打得像美国梦之队， 并且把勇士

队打成了安哥拉队。

“我们被痛扁了。 ”勇士防守端

的“领袖”格林在谈到失利原因时说

道，“你可以感觉到我们多人无法出

战，但是肯定想不到会输40分

（勇士

在比赛中一度落后了

40

分）

。 ”

信息时报讯（记者 邹甜）

U23亚洲杯

预选赛暨2020东京奥运会预选赛在马来

西亚继续进行， 中国国奥队在J小组第二

场的比赛中以8:0战胜了菲律宾国奥队。

中国国奥队在首战中以5:0大胜老挝

取得开门红，菲律宾同样没能给中国队带

来太大的压力。 中国队有三名队员，胡靖

航、张玉宁和单欢欢均梅开二度。 本场比

赛，国奥队员之间的默契以及门前把握能

力较上一场有了明显提升。

下周一，中国队将与马来西亚队进行

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 只要战胜对手，国

奥队便能进入第二阶段的比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今天

下午 15 时 30 分， 中国杯季军战将在

广西南宁打响， 国足将迎战老对手乌

兹别克斯坦。 对于目前这支中国队的

主帅卡纳瓦罗来说， 胜利是挽回颜面

的唯一办法。

在中国杯首战输给泰国之后， 卡

纳瓦罗表示， 自己带队仅 5 天。

不过， 卡纳瓦罗在中超执教多

年， 对中国球员相当熟悉， 多名国脚

也是恒大俱乐部的主力成员， 这样的

解释显得有些苍白， 而这也是卡纳瓦

罗愿意临时带队国足的原因之一。 况

且， 卡纳瓦罗身后还有“师傅” 里皮

当顾问。

卡纳瓦罗的老乡、 乌兹别克斯坦

队主教练库珀也毫不留情地直言 ，

“他

（卡纳瓦罗 ）

应该先学习一些教

练员需要的知识。”

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相当

熟悉的一对对手。 目前中国队世界排

名第 72 位， 名列亚洲第 8， 乌兹别克

斯塔队排在在世界第 89 名， 已经跌

出了亚洲前十。

乌兹别克斯坦队由大家熟悉的上

港外援艾哈迈多夫领衔， 前中超外援

克里梅茨、 伊斯梅洛夫也随队来华，

他们都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主力球员。

中国队方面， 除了李磊因伤退出

之外， 其余球员均可以上场。 不过，

此役中国队很可能做出大面积换轮，

而首战发挥出色的韦世豪、 王刚、 刘

洋等球员可能还会上场。

诺维茨基大方面对“黑历史”

东京奥运会预选赛

国奥轻取两连胜

中乌之战今日打响，对手主帅库珀赛前说：

“卡纳瓦罗应该先学习需要的知识”

达拉斯独行侠“三节打卡下班”

用“勇士”的方式战胜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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