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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拍动”使用方法：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

搜索“拍拍动”下载安装。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准有

“拍”字标记的图片，图片即可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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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统治力正在下降

昨日0比1不敌西悉尼流浪者队

多项亚冠数据对比说明恒大实力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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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执法39年

全勤吹罚2635场NBA常规赛

74岁巴维塔

昨日退休

昨天，NBA篮球事务部总裁罗德·

索恩正式宣布，74岁的NBA一代传奇裁

判迪克·巴维塔在执法39年后正式退

休。自1975年12月首次在麦迪逊广场花

园执法比赛，巴维塔全勤吹罚了2635场

常规赛， 超越棒球名宿裁判凯尔·雷普

肯的2633场连续出场纪录，排名体育界

连续出场执法次数第一位。美国媒体在

纪念巴维塔退休之际，揭秘巴维塔的传

奇是如何炼成， 当然它们也不忘提及

NBA黑哨多纳吉在书中对巴维塔的“点

名批评”。

5双袜子 每天跑步演绎传奇

盘点NBA的裁判，74岁才退休的巴

维塔是资格最老的。 就像美国媒体类比

的，1975年那会儿， 联盟总裁还叫拉里·

奥布莱恩，J博士还在ABA打球， 斯隆教

练还在做球员，微软刚刚成立，距离杜兰

特出生还有13年。

巴维塔在39年裁判生涯中从未缺席

联盟指派的任何一场比赛， 缔造了连续

吹罚2635场常规赛的纪录。此外，巴维塔

还吹罚过270场季后赛，其中包括27场总

决赛。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巴维塔还

成为首位吹罚奥运会的NBA裁判。昨

天， 在巴维塔宣布退休之际，NBA篮球

事务部总裁索恩说：“巴维塔的奉献和

执法技能，是联盟所有裁判的传奇，祝愿

他享受退休后的美好生活。”

当NBA裁判意味着要在整场比赛

中不断折返跑， 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成

为“跑不死”，是如何保持如此好的体能

和状态？巴维塔说，他的秘密是穿5双袜

子，因为那“可以照顾好他的双脚”。此

外， 巴维塔每天早晨都要慢跑8公里，夏

天的时候更要每天做3个小时的野外训

练，其中包括骑山地车和划船。巴维塔每

个赛季只在总决赛结束后给自己放一天

假，也只有在那天，他才破例允许自己吃

一顿美味的冰淇淋。

74岁的巴维塔身高1米83， 体重71

公斤，仍是非常标准的身材。在NBA实

施单场三裁判制度时，当时48岁的巴维

塔意识到年轻裁判进入带来的危机感，

每天跑步距离提升到12.8公里， 有时还

会加量到16公里，风雨无阻。正是这样

的苦练，巴维塔每年都能轻松完成NBA

对裁判的体能考核———10分半钟跑完

2.6公里。

知名黑哨曾指他“操控比赛”

巴维塔退休了， 大多美国媒体仍对

一代传奇投以赞扬之声， 不过在关于巴

维塔的故事中，一些NBA名记仍会穿插

关于巴维塔的“灰色”记忆。《萨克拉门

托蜂蜜报》 的著名记者Ailene� Voisin就

写道：“迪克 （巴维塔） 终于告别了赛

场，他是一个好人，我们应该祝福他。如

果我们忘记他在当年国王对阵湖人的季

后赛第6场的判罚，其实他的整个裁判生

涯并没什么太多的过错。” 当年这场比

赛时间是2002年，当时湖人2比3落后，第

六场巴维塔是主裁， 而那一场比赛湖人

总共获得了40次罚球， 第四节单节居然

有27次， 而国王整场比赛不过才获得了

25次罚球。也正是这样的巨大反差，湖人

最终在第六场得以战胜国王， 将比分扳

成了3比3平，最终在抢七大战中，湖人淘

汰国王晋级总决赛， 那个赛季湖人夺得

了总冠军。

Voisin对往事的回忆并非无中生

有，美国四大体育职业联盟首个因为参

与非法赌球而被投入监狱的裁判多纳

吉在自传 《鸣哨：NBA的欺诈文化》一

书中写下关于巴维塔的篇幅，其中说到

“巴维塔是全联盟最喜欢赌博的裁

判”。“2004赛季常规赛快结束前，我和

巴维塔被抽到一起吹金块的最后一场

比赛：客场对马刺。当时联盟似乎意思

是：要保金块进季后赛，因为之前他们

遭受过误判。可马刺那时是全联盟最强

悍的球队啊，而且还是在圣安东尼奥打

比赛。可是赛前巴维塔说一定要确保金

块赢。‘这如何做到？’ 我问。‘放心，在

开赛前5分钟， 我就会让邓肯吃到三次

犯规，然后他就乖乖待在板凳上吧。’巴

维塔很沉着地说。”多纳吉在书中写道，

“可比赛当天出现了新状况： 金块最终

提前确保季后赛资格，但马刺却需要一

场胜利来获得分区冠军，于是巴维塔的

论调又变成了：‘今天必须让马刺赢

球！”我当时就打电话给我的赌友：重注

马刺。最终马刺大胜26分。我为什么那

么确定，因为巴维塔是全联盟最喜欢赌

博的裁判， 他每场执法都会参与赌博。

曾经乔丹对我的一个裁判伙伴说过：

‘全联盟都知道巴维塔赌， 我们惟一希

望的就是今天他押的是我们这边。’”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综合报道

恒大遭受两张红牌

里皮暴怒进场理论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昨晚恒大客场与西悉尼流浪者的比赛在

最后时刻因两张红牌而引发轩然大波， 也成

为全场的焦点。第89分钟，张琳芃在护球时被

对方球员拉罗卡持续在身后骚扰， 后者甚至

全身压在张琳芃的背上， 并用双手卡住张琳

芃使劲拉拽。 而张琳芃在竭力想甩开对方时

挥臂碰到了拉罗卡， 受到轻微碰撞的后者竟

然双手捂脸倒地， 阿联酋主裁哈桑冲到跟前

二话不说就向张琳芃出示了一张红牌！ 而更

大的争议发生在全场补时第2分钟。刘健在拼

抢时绊倒了西悉尼流浪者球员萨巴， 后者倒

地滚向他身前的郜林， 这时郜林有一个非常

明显的抬腿收脚避免踩到对手的动作， 但哈

桑竟然又对郜林直接亮出了红牌！

成都商报记者在赛后就这两次判罚采访

了《足球周刊》副总编辑、著名裁判专家、国

际级裁判安然。安然表示，张琳芃当时的动作

虽然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 但他挥手碰到

对方脸部这一事实却是存在的， 因此构成了

“暴力行为”，按照规则哈桑此时出示红牌没

有问题，“但西悉尼流浪者的那名球员也应该

被黄牌警告， 毕竟是他的犯规动作才引发了

这一后果。”而对于郜林的那张红牌，安然则

认为是一次明显的错判，“我反复看了录像，

郜林确实没有故意去伤害对手的意图和动

作，所以裁判错误地向他出示了红牌。”对于

裁判当时的动机， 安然认为有可能是哈桑误

会了郜林抬脚的动作，“哈桑可能认为郜林当

时抬脚是想去踩踏对方。”

恒大俱乐部在事后很可能会针对本场比

赛的裁判问题向亚足联进行申诉， 那么郜林

的这张红牌是否可能因此被取消呢？ 安然表

示：“如果亚足联方面通过慢镜头重放确定郜

林这张红牌是误判的话，那么按照相关规定，

红黄牌这类纪律处罚是可以纠正的。”值得一

提的是， 哈桑在去年亚冠小组赛第四轮贵州

人和2比1击败中央海岸的比赛中就曾多次出

现争议判罚，他先是判给中央海岸一个点球，

随后又将时任贵州人和主帅的宫磊罚上看

台， 当时宫磊愤怒地向哈桑做了一个类似于

数钱的动作， 也因此被亚足联禁赛一场并罚

款5000美元。此外，今年哈桑在执法北京国安

客场与广岛三箭的亚冠比赛中， 也是将国安

外援马季奇罚下， 赛后同样被媒体普遍认为

量刑过重。

哈桑昨晚的表现也让里皮忍无可忍，在

郜林被出示红牌时他在第一时间冲入场内怒

斥哈桑。而在比赛结束后，里皮一言不发地转

身从通道返回更衣室， 连与对方主帅握手的

礼节性动作都省去了， 由此可见他当时的愤

怒之情。 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里皮表示知道

自己去质问裁判的做法不对，“我在比赛结束

后去裁判休息室敲门，想对他道歉，但他们拒

绝让我进入房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才是

我非常生气的原因。”

在客场被罚两张红牌， 比赛也以0比1告

负，次回合在主场恒大将面临诸多困难。对于

球队的处境， 里皮说：“今天对方进球比较偶

然，两回合的比赛即使我们客场0比1输了，回

到主场也有机会再拿下比赛。 我们在本场比

赛中也有进球的机会， 我们本来有可能扳平

比分的。”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两次染红，恒大被黑？

裁判专家：郜林红牌是明显错判

锋线进攻正在钝化

一支球队强大与否，最直观的反应无异于是其得失球，上

赛季，广州恒大在14场亚冠比赛中，总共打进36粒进球，场均

进球数为2.57个，其中主场进球17个，场均2.43个。反观本赛

季，其场均进球数比上赛季几乎少了整整一个，而主场进球更

是减少为了2.25个。这样的表现，并不能单单归结于对手对于

恒大的重视，进攻手段单一，同样是其硬伤。上赛季，恒大队射

门总共被封堵40次，场均2.85次，而本赛季，这个数据则达到

了场均3次。这样的改变直观地反应了广州恒大自本赛季开赛

以来，进攻却是变得乏力。

中场调度突然乏力

得中场者得天下，对于中场的控制力，是一支球队赢得比

赛的根本。尽管从场均控球率来看，本赛季的恒大与上赛季几

乎打平，但这却并不能掩盖中场控制力减弱的事实，无论是在

传球、 传中还是头球争抢中， 恒大本赛季的数据均低于上赛

季，之所以能够保证控制控球率不变，也仅仅是因为多了一些

没有实际意义的盘带。

被迫犯规狙击对手

上赛季的恒大之所以能以一骑绝尘的姿态

夺得了亚冠冠军，除了其犀利的进攻，还因为其

稳健的防守。在上赛季的14场亚冠比赛中，广州

恒大总共失球数为11个，其中7场主场比赛仅失

1球。而在本赛季，广州到目前一共进行了9场亚

冠比赛，但其失球数已经到达了上赛季的11个，

其中主场失球5个。防守端变弱，同样可以从犯

规次数上看出，上赛季的14场比赛中，恒大总共

犯规163次，场均11.65次，黄牌18张，场均1.28

张，红牌仅1张。而本赛季仅仅9场比赛，恒大就

已经拿到了15张黄牌与2张红牌。 这样的改变，

无疑也是表现出，恒大目前成功防守次数减少，

不得不通过犯规来破坏对手的进攻。

迪亚曼蒂还无法取代孔卡

到底是什么让恒大在一个转会期内，就产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疑是因为其中场核心从孔

卡，变成了迪亚曼蒂。比较两人在亚冠比赛中的

数据可以看出，孔卡在射门、射正的次数上比迪

亚曼蒂略微逊色，尽管其场均进球数略高，但客

观来说迪亚曼蒂的个人得分能力确实要强于孔

卡。但作为一个中场核心，主要的任务并不在于

得分，而是要盘活整个球队，这一点尤其体现于

其手术刀一般的传球。上赛季恒大的越位次数为

场均2.5次，而本赛季则是1.22次，越位次数少在

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一针见血的身后球减少。而孔

卡场均所传出的威胁球次数，也恰好是迪亚曼蒂

的一倍左右。从这组数据中不难看出，孔卡在中

场指挥官的位置上，无疑比迪亚曼蒂更加合格。

从“常胜将军”

到“盘口毒药”

除了比赛的技术统计， 一些比赛之外的数

据，同样也说明了恒大的问题，比如“盘口”。在

去年的亚冠中，恒大不但最终夺冠，也堪称是盘

口上的“常胜将军”———14战10次赢盘，仅输盘4

次，这也反映出去年那支恒大强大的整体实力和

控制力，像主客场对阵蒙通联、主场对中央海岸、

主场对莱赫维亚、主场对柏太阳神，恒大让球都

在1球以上，但他们全部赢球赢盘，惟一一场没有

拿下的“深盘”是决赛主场对阵首尔FC，当时恒

大在让球半的情况下被对手1比1逼平，但由于其

在首场比赛中客场2比2战平首尔FC， 恒大依旧

凭借客场进球数的优势站在了“亚洲之巅”。

而今年亚冠已经进行的9场比赛中， 恒大

在盘口上的战绩是3次赢盘、6次输盘， 从 “盘

王”变成了“盘口毒药”。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

因为9场亚冠全部是恒大让球才导致了这个结

果，但实际上去年亚冠14场比赛，恒大让球的

场次也多达13场，包括决赛做客首尔FC时也是

恒大让半球。当然，本赛季在盘路上表现不佳

并不是说明恒大被盘口控制，但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球队今年竞争力和统治力的下降，

像做客全北现代和墨尔本胜利时，恒大都是在

让球的情况下输给了对手，说明外界以上赛季

恒大的表现来衡量目前这支球队实力的做法

已经不太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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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吴青松

儒帅里皮这次没忍住怒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