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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由于队中核心外
援切尼·奥胡米克意外受伤，上
赛季曾效力河南女篮的美国外
援仙杨·帕克紧急驰援，如无意
外她将在10日的全国女篮联
赛中重回河南队，帮助河南女
篮在第二阶段的关键时期夺取
胜利。

本赛季WCBA河南女篮
引进的外援切尼·奥胡米克表
现优异，这位 2014 年美国
WNBA的“状元秀”在为河南
女篮出战的13场比赛中，场均
贡献33.6分、12.4个篮板、1个
盖帽、1.5次助攻和1.8次抢断，
是河南女篮的绝对核心。在第
二阶段客场与广东女篮的比赛
中，切尼受伤导致左脚跟腱断
裂，如今已经返回美国在休斯
敦完成了跟腱手术，预计将缺
席6—9个月，本赛季也宣告报

销。切尼伤停后的4场比赛，
全副本土阵容出战的河南女篮
前 3场比赛全部以大比分落
败，于是，找到顶替切尼位置的
外援成了河南女篮当务之急。
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刘
永国告诉记者，他们联系到了
上赛季曾在河南女篮效力过的
外援仙杨·帕克，由她顶替切尼
的位置。但是办理工作签证等
手续需要时间，原本打算6日
晚就出战的仙杨·帕克，直到7
日才在中国篮协完成注册，如
无意外基本确定能够出战本周
六的比赛。

上赛季帕克一共得到了
617 分列球员得分榜的第三
位。对于帕克的归来，河南女
篮助理教练王晓梅非常期待，
她告诉记者：“帕克与我们彼此
间很熟悉，基本不需要太多的
磨合。希望她的到来可以帮助
我们夺取更多的胜利。”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12月10日，全国
女排联赛小组赛将进行最后一
轮角逐，河南女排将在主场漯
河体育中心迎战辽宁队。对于
河南女排来说，本轮输赢与否
都将是一场荣誉之战，因为队
伍目前排名小组垫底，已无缘
八强，在下一阶段将要争夺本
赛季9至12名的排名。

本赛季的河南女排主力阵
容变动较大，由于朱婷远赴土
耳其打球，女排今年引进了美
国女排的两名实力球员梅根和
墨菲，但赛季之初的磨合不是
特别理想。小组赛一共十轮，
在已经结束的九轮比赛中，河
南女排1胜8负，唯一一场胜

利是11月19日在主场对阵四
川女排。“原本想客场也拿下她
们，结果被对手反超，真是不应
该。”对于刚刚结束的这场比
赛，主帅詹海根很惋惜，河南女
排在客场被四川队3:2反超，
丢掉了即将到手的胜利。而这
种遗憾的局面在本赛季小组赛
中接连出现，“好几场都有机
会，都没能抓住，最终局面就被
动了。”

本赛季开始前，队伍曾定
下保八争六的目标，可是从目
前的形势看，完成这个目标几
乎不可能，“过去的就过去了，
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下一阶
段比赛中力争一个好名次，不
要陷入保级战的泥淖。”詹海根
说。

老外援帕克驰援河南女篮

河南女排无缘八强

NBA篮网队首发控卫林
书豪因为左腿筋伤势已经伤停
了一个多月，昨日据《每日篮
网》报道，他已经开始在球场上
进行投篮训练。尽管篮网队还
没有正式宣布林书豪的具体复
出时间，但是篮网总经理肖恩·
马克斯透露书豪距离复出已经
不远了。

林书豪是在11月初遭遇
左腿筋伤势，当时篮网队给出
的消息是他至少休战两周，但
是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书豪对篮网队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在他伤停的这段时间，篮网
的战绩仅为3胜12负。

“林书豪是我见过的最有

竞争性的人之一。我不认为他
会介意我这么说，他曾对我说：

‘我已经习惯了证明别人是错
误的。这是我一生都在做的事
情，所以关于这次受伤，我将会
再次证明别人是错误的。’但是
我告诉他：‘听着，我们还是耐
心一点。’”马克斯说道。“球队
的医生也告诉他：‘你不用通过
尽快复出来证明别人是错误
的。’这是你需要的球队领袖。
自从受伤之后，无论是在训练
中还是更衣室里，他总是能表
现出领导力。他现在恢复得很
好。虽然我不希望给他定一个
具体的复出日子，但是我猜应
该不远了。” 罗文

已开始进行投篮训练

昨日，尽管开场被森林
狼打出101小高潮，首节一
直落后，但马刺在次节重整
旗鼓，靠着莱昂纳德7投6中
找回进攻感觉，下半场比赛
渐渐进入马刺轨道，第三节
单节净胜11分之后胜负再
无悬念，马刺最终在客场以
10591获胜。此役过后马
刺拿到客场13连胜，NBA历
史上最长的客场连胜纪录由

1971-1972 赛季的湖人保持
（16场），马刺目前的13连胜排
名第六。过去20年只有一支球
队拿到过比今年马刺更多的客
场连胜，上赛季勇士开场24连
胜中有14场在客场，马刺仅需
下一场战胜公牛就能追平。

马刺这波气势如虹的客场
连胜里，倒在他们面前的不仅
有雄鹿、森林狼、湖人这种年轻
球队，也不乏火箭，甚至勇士这

样的联盟豪强。现在邓肯退役，
加索尔、阿尔德里奇老迈，很多球
迷心想：现在说马刺老了不行了，
总没问题吧？结果就是更加响亮
的一记耳光。

归根结底一句话，马刺依然
是强队。这支马刺终究不是邓肯
时代的马刺，波波维奇在失去邓
肯，帕克、吉诺比利都进入生涯暮
年之后，在战术上做出的针对性
改变创造了这一成绩。 乔文

客场13连胜

马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
的？通过一些数据可以看出
端倪：马刺客场13 连胜场均
108.1 分，主场的 9 场比赛场
均只有 95.1 分，他们在客场
的命中率能够达到48.8%，主
场却只有42.5%。

这种差距更直观的形容
是：马刺客场能打出联盟前5
的进攻，回到主场却只有联
盟倒数第三，甚至连罚球都
是在客场更准。当年的魔鬼

主场怎么突然成了魔鬼客场
了？

原因之一，是现在马刺人
员的不固定。这场球帕克不能
打，波帅没让米尔斯首发，而是
派上了罕有出场机会的拉普罗
维托拉，赛季至今22场，马刺一
共用了 10 套首发阵容，因此奢
望这些平时没有太多阵容演练
的球员打出多少绝妙配合是不
可能的。

原因之二是莱昂纳德，此

役马刺首节落后次节回暖，莱昂纳
德单节 7 投 6 中，命中的 6 个球只
有1个来自队友助攻，其他都是单
打独斗。而整场比赛莱昂纳德独
得31分赛季第6次得分30+，这些
都说明马刺已经不再可能回到团
队篮球的时代，莱昂纳德是绝对核
心，他拥有任何时候终结进攻的权
力，在主场的时候还可能比较松，
会寻求和队友更多的配合，到了客
场就得靠一人之力将全队扛在肩
上。 乔文

凭借梅西的破门，以及图兰
下半场的帽子戏法，连半主力阵
容都算不上的巴萨在主场40
大胜门兴格拉德巴赫。本场比
赛，巴萨不仅完完全全掌控了比
赛，他们还在传球方面创造了一
项历史纪录。

上半场结束后，巴萨的总
传球次数达到 583 次，自从
2003-2004赛季欧冠有相关技
术统计以来，没有哪支球队上

半场的传球次数能够超过这场
比赛的巴萨。其中伊涅斯塔上
半场的传球次数为105次，门
兴总共才163次。

全场比赛结束后，巴萨的
总传球次数达到993次，这也创
造了欧冠有相关数据统计以来
的历史最高纪录。巴萨不光传
球次数多，传球成功率也十分
惊人，达到了91%！反观门兴，
全场只有372脚传球，传球成功

率为80%。巴萨的传球次数达
到了门兴的2.7倍。

除了传球，巴萨其他各项
数据也呈现出碾压之势，其中
巴萨射门131完胜，创造机会
数也以101力压门兴，控球方
面，巴萨的控球率为65%。

本场比赛顺利取胜之后，
巴萨在欧冠主场已经取得14连
胜，连续第10个赛季以小组第
一的身份出线。 王文

巴萨传球数是对手2.7倍

世纪大战主场被缺兵少将
的皇马逃生，巴萨主帅恩里克
承受了较大压力。恩里克时代
巴萨节奏更快，已不再像瓜迪
奥拉与比拉诺瓦时代那么追求
对场面的绝对控制，这也是恩
里克率队征战前10项赛事拿到
8冠之后，加泰罗尼亚媒体依然
对其评价远不及瓜帅的根本原
因，因为这种重视快速反击、靠

前锋能力赢球的方式，与克鲁
伊夫主义有些背道而驰。

瓜迪奥拉4年横扫14个冠
军，他的巴萨被称为宇宙队，传
控打法也被称为宇宙流，此役
的巴萨，尽管还缺点昔日窒息
式的前场紧逼，但在传控球一
项上似乎又重现了往日风采。
经过恩里克两年半调教，如今
的巴萨已不追求绝对优势的控

球时间，但并不代表没有能力
打出 Tiki taka 式的足球，因为
巴萨依然还有中场大师伊涅斯
塔，只要搭配合理，依然可以部
分重现宇宙流。

楚文

单场传球近千脚

伊涅斯塔让巴萨昨日重现

老马刺依然不服老

女排联赛小组赛即将结束

林书豪将伤愈归来

现外援切尼因伤休赛

客场进攻比主场更凶原因解析

原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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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令人激动的故事。远离

瓜迪奥拉时代的巴萨，却在欧冠小组赛末轮中踢

出了久违的传控配合，近千脚传球也创造了历

史。老迈的NBA
马刺队总能出人意料，这个赛

季他们的客场比主场进攻更凶悍，目前已取得客

场13连
胜，直指最长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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