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着一身猩红色西装的科比，坐
在场边，湖人没有继续赢下去。 93 比
113， 紫金军团末节崩盘， 输掉了比
赛。

全场加索尔砍下了 23 分 13 个篮
板 3 次助攻外加 2 次盖帽。 赛后他做
的第一件事便是来到湖人这一侧，找
到了科比，两人紧紧相拥。

科比的双手， 紧紧抱住了加索
尔，眼神黯然，表情更是复杂。 想来也
是， 两人合作差不多有 7 年的时间，拿
到了两个总冠军。 成功了， 其实已经相
当成功了。 只是面对湖人日益糟糕的状
况，加索尔决定收拾行囊，远走他乡。

加索尔承认， 离开科比是个很艰难
的决定。 只是神塔必须要走了， 因为他
在湖人看不到任何前景与希望。 科比老
了， 球队也无力引进新鲜的血液。 因此
加索尔想要抓住青春的最后尾巴， 去争
夺梦寐以求的第三座金杯。

从这一层面来讲，加索尔的离去无可
厚非。科比也表示理解，只是神塔的离去，
意味着科比失去了最后的战友。 4 年前湖
人王朝， 在这一刻真正成为了落日余晖。
只留下科比这个王朝余孽，苦苦守候。

这一战，湖人无力延续连胜，草根兵
团， 终归不足以与明星云集的公牛相抗
衡。 20 分的分差，也能凸显两队之间的真
正差距。 坐在场边的科比，目睹在场上活
跃万分的昔日搭档，会不会有一眼万年的
沧桑？ 会不会回想起当年的峥嵘岁月？

北京时间 12 月 26 日，NBA 圣诞大
战全面打响，雷霆在杜兰特缺阵的情况
下，客场爆冷 114 比 106 击败马刺队。而
他们能取得这场来之不易的客场胜利，
多亏了威少， 此役他独得 34 分 11 次助

攻 5 个篮板 5 次抢断的全面数据， 而对
面的 GDP 组合， 加起来也仅有 36 分入
账。 威少险些一人就打平 GDP 组合，末
节比赛他更是独得 10 分，最终带领雷霆
掀翻卫冕冠军。

或许是为了摆脱霉运， 威少在半场
结束时竟然换了一双鞋，而新战靴似乎
也帮助他摆脱了霉运，下半场的威少完
全势不可当。

艰难击败卫冕冠军之后， 威少也与
场边西装革履的杜兰特紧紧拥抱，或许
也正因为是有了他的存在，杜兰特才能
安心休养，雷霆也能在伤兵满营的情况
下，没有被季后赛队伍甩开。

战胜马刺
威少杜少紧紧相拥

老友相逢
科比加索尔催泪一抱

北京时间 12 月 26 日，NBA 的
圣诞大战日， 詹姆斯首度以敌人
的身份回到迈阿密美航中心 。 这
里的球迷对他又爱又恨 ， 在播放
詹姆斯短片的时候， 嘘声和掌声
夹杂在一起 。 比赛开始前詹姆斯
和韦德深情相拥， 一切尽在不言
中。

在介绍骑士球员的时候，詹姆
斯作为球队老大 ， 一般是最后一
个出场。 当天一改常态，詹姆斯率
先出场， 现场开始响起了零零碎
碎的嘘声 ， 不过很快就被掌声所
代替 。 这是詹姆斯全场唯一享受
掌声的待遇 ， 随后球迷全部用嘘
声代替。 在热身的时候，詹姆斯友
好地抚摸球童 ，有说有笑 ，场面显
得相当温馨。

詹姆斯出场后，现场的大屏幕
开始放起了致敬詹姆斯的短片 。
一个个镜头串联起了詹皇在热火
的四年，大战绿军三巨头 ，血帽斯
普利特，骄傲地举起总冠军奖杯，
詹姆斯面露微笑 ， 陪着球迷看完
了这个属于自己的 MV。

在美航中心，詹姆斯还是一如
既往在赛前抛洒镁粉 ， 可是这里
已经不再是属于他的地盘， 球迷
们开始用嘘声问候曾经的当家少
主。 双方准备跳球的时候，詹姆斯
逐一和老队友拥抱， 和鸟人安德
森有说有笑 ， 不过在拥抱韦德的
时候，两人显得相当深情，紧紧地
抱在了一起 ， 詹姆斯还拍打了韦
德的脑袋，虽然没有太多言语 ，可
是兄弟俩彼此理解，时间若能止 ，
愿此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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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抱一个
NBA常规赛 26 日进行了多场“圣诞大战”，其中

热火队在韦德的率领下主场战胜了詹姆斯领衔的骑
士队，詹姆斯和韦德抱在一起，秀起了感情。 湖人队
则在客场不敌加索尔新加盟的公牛队，赛后，科比和
加索尔也抱在一起， 续了一番老友情。 而战胜马刺
后，雷霆双子星也秀了一把感情。

重回迈阿密
詹姆斯韦德深情拥抱

本赛季兰帕德租借曼城后表现极为出
色，佩莱格里尼坦言希望能够续租这名中
场悍将。 据英国媒体《每日镜报》消息，兰
帕德本人已经同意和曼城续约。

兰帕德在今年夏天与纽约 FC 签约，
但在美国大联盟比赛开战前，他决定租借
加盟曼城以保持状态。 尽管已经 36 岁，但
兰帕德依然保持着很高的竞技状态，截至
目前，为曼城各项正式比赛出场 15 次打进
6 球， 其中包括面对老东家切尔西时打进
的扳平球，帮助曼城拿到了关键的一分。

兰帕德和曼城的租借合同很快将到
期， 考虑到球员本人的状态以及亚亚·图
雷将在明年 1 月份回国参加非洲杯，曼城
主教练佩莱格里尼非常希望兰帕德能够
继续为球队效力。 《每日镜报》称兰帕德
已经同意和曼城续约，将至少效力到明年
2 月中旬，随着美国大联盟在 3 月份开启，
他将回到美国踢球。

圣诞节， 佩兰带着自己的爱妻， 饱览
“山水甲天下” 的漓江， 国脚们也在各地
陪着自己的家人过节……亚洲杯开战前，
国家队享受着难得的假期。 27 日，国家队
将在广州重新集中， 并召开壮行会，28 日
晚，球队将从广州起程飞赴澳大利亚。

尽管距离亚洲杯揭幕只有半个月左右
的时间了， 但佩兰还是给队员和自己放了
一个为期 4 天的圣诞大假。

12 月 27 日， 国脚们将结束 4 天的假
期，返回广州集中。 当天晚上，国家队将参
加出征前的重头戏———央视举办的出征亚
洲杯的壮行晚会。

壮行会第二天，即 28 日午夜，国家队
将乘坐南航的班机前往悉尼。 国家队在悉
尼的训练营设在了悉尼郊外的小镇坎贝
尔。 国家队将在这个小镇进行封闭训练，
同时适应澳大利亚的气候。

兰帕德同意续约曼城

备战亚洲杯

国足明日出发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 、凤凰体育 、
腾讯体育、网易体育消息

今年圣诞大战不秀球技秀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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