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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森林狼队达成买断协议 加内特结束21年NBA生涯

“狼王”退役

北京时间23日
凌晨，NBA传来两条
重要消息：狼王加内
特确认退役。火箭队
老板亚历山大确认，
当地时间2017年2月
2日，姚明的 11号球
衣也将“退役”。据美
国媒体消息，加内特
和森林狼队达成买断
协议，随后加内特本
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
一段视频，正式确认
自己退役的消息，在
征战NBA 21个赛季
后，他终于要和心爱
的赛场告别了。

1995年被森林狼队选
中的时候，加内特还是一
个 19 岁的少年，如今从森
林狼退役的他，已经是一
位年过 40 岁的老将了。在
社交媒体上，加内特发布
了一段视频，证实了自己
退役的消息，视频中加内
特一个人在空旷的森林狼
队主场标靶中心，人显得
十分伤感，也十分悲凉，在
视频中加内特说：“我只是
很感激，我无法用语言形
容这一切，我只能说谢谢，
谢谢所有人对我的爱，我
从未料到会得到这么多的
爱。但我们总要面对现实，
我知道这一切很难，但现
在 我 很 好 ，未 来 敬 请 期
待。”在视频最后打出了

“感谢这段旅程”的字样。

加内特在 NBA 效力
了21年，在1995年从高中
直接进入联盟。当年，加内
特于首轮第五顺位被森林
狼选中，他在 2004 年带领
森林狼打入西部决赛，并
获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
在为森林狼打拼了 12 年
后，他前往波士顿凯尔特
人，和皮尔斯、雷·阿伦组
成了“三巨头”，并在 2008
年获得 NBA 总冠军。在波
士顿效力6个赛季后，加内
特和皮尔斯于2013年被交
易至布鲁克林网队，并于
2015 年重回森林狼。整个
职业生涯，加内特共 15 次
入选全明星，这一数字并
列排在 NBA 历史第四位，
12 次入选年度防守阵容。
他职业生涯共得到 26071
分，这一数字排在历史第
十七位；总共出战50418分
钟，排在历史第三位；共抢
到14662个篮板，排在历史
第九位。在 NBA 历史上只
有 3 个人做到了至少得到
25000 分、10000 个篮板和
5000 次助攻，加内特就是
其中之一，另两人是名人
堂成员“天勾”贾巴尔和卡
尔·马 龙 。加 内 特 还 从
2003—2004 赛季至 2006—
2007 赛季连续 4 个赛季荣

膺联盟篮板王。加内特职
业生涯工资总额为 3.3 亿
美元，这也是 NBA 历史上
挣得最多的球员。

加内特和目前效力北
京首钢队的马布里有着不
一般的关系，两人年龄相
差不到一岁，职业生涯都
从森林狼起步，构成了森
林 狼 时 代 的 巅 峰 组 合 。
2012年夏天加内特与凯尔
特人的合同到期，老朋友
马布里抛出橄榄枝，邀请
他来 CBA 和自己并肩作
战。加内特是在知悉马布
里夺得首个CBA总冠军后
发来了祝福，马布里以此
为契机发出了邀请。马布
里说：“我请他看了我们总
决赛征战、捧杯的画面，这
家伙好像被震撼到了，他
跟我说，‘兄弟，这大场面
吓到我了’。”

那时，加内特的中国
品牌赞助商也努力促成此
事，甚至表态，如果加内特
加盟一支 CBA 顶级球队，
并且在CBA联赛上有着上
佳表现的话，他们甚至可
以考虑给加内特的合同加
码。加内特在访华期间表
示：“我永远不会对加盟
CBA说不，一切皆有可能。
如果真的能够跟马布里在
CBA 联手那是很酷的事
情。我总是很享受跟马布
里一起打球，他是内线最
渴望的那种队友，总是能
把球舒服地传给我。”可
惜 ，加 内 特 与 马 布 里 在
CBA 联手的美好愿景没
能成真，但两人良好的关
系一直保持着。

这是一个告别的季
节，科比、邓肯、加内特，一
位位巨星转身离去，向他
们告别，等于是向青春告
别。（综 合）

铁血是“狼王”

载誉“绿巨人”

★森林狼时代
1995—1996到2006—2007赛季

作为一名高中生球员，森林狼在
1995年选秀大会中以第五顺位选中加
内特，在该赛季以19岁零11个月成为
NBA历史最年轻的上场球员。当时森
林狼队主帅桑切斯和加内特情同父
子，这促使加内特在职业生涯的初期
一直在走上坡路。从1999—2000赛季
开始的6个赛季里，加内特全部拿下
20+10+5的数据，其才华可见一斑。在
NBA历史上，此前连续20+10+5的纪
录保持者是拉里·伯德的5个赛季，“狼
王”创造了新的历史。

★凯尔特人时代
2007—2008到2012—2013赛季

2007年，加内特、雷·阿伦和皮尔
斯3位老将所在的球队，前一年都没有
进入季后赛，为此安吉开始策划一场
地震级的交易，绿军用格林换来了
雷·阿伦，用杰弗森换来了加内特，三
巨头+隆多+帕金斯的主力框架得以建
成。这一年绿军在总决赛里以4∶2淘汰
了湖人，夺得了梦寐以求的总冠军，他
们还在东部半决赛中以4∶3解决了詹
姆斯领衔的骑士队。

★回归出发点
2014—2015到2015—2016赛季

在2014—2015赛季中期，加内特
放弃了自己的交易否决权，被交易到
了森林狼队，回到梦开始的地方。森
林狼队天赋爆棚，加内特扮演导师
的任务，两个赛季里加内特只打了
43 场比赛，场场先发。从森林狼开
始，从森林狼退役，这可能是“狼王”
自己和所有“狼迷”们最希望看到的
完美结局。 （晓 晓）

巅峰
岁月

辉煌
岁月

落叶
岁月

本报讯 9月24日上午，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
省体育总会、商丘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环中原
2016自行车公开赛暨第21届国际奥委会主席杯全
国百城市自行车赛华中区预赛在商丘市日月湖激情
开赛。河南省体育局副局长杨中军、商丘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岳爱云、省体育局经管处处长黄家明、省自行
车中心书记李健、商丘市教体局局长许家林及市教

体局相关领导出席开幕式。商丘市政府副秘书长余新
艳主持开幕式。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16个省市
及本地的1500多名运动员参赛。

本次赛事分为男子公路精英公开组50km、男子
山地车甲组20km、男子山地车甲组30km、女子山地车
公开组20km、男女山地车混合团体赛 20km、山地车
商丘本地挑战赛组 20km、健康骑行体验组 5km 等 7
个组别，分组既能体现赛事的竞技性、观赏性又能突
出趣味性和群众性。

据悉，环中原2016自行车公开赛是河南省体育局
着力打造的、旨在推向全国及国际的重要赛事，其目
的是推动竞技自行车运动的发展和全民自行车健身
运动的普及，大力倡导绿色低碳、节能减排的健康生
活方式。2016年环中原自行车公开赛共9站，商丘市
为收官之战。“国际奥委会主席杯”全国百城市自行车
赛，由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提议，国家体
育总局于1996年批准举办的一项全国最高规格的群
众性自行车赛事。已成功举办20届，每届都有100多
个城市报名参赛，是全国乃至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群众
性自行车比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自行车运动和全民
健身运动的开展。 文/图 晚报首席记者 魏文慧

自行车“双赛”在日月湖成功举办
前晚，第25届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暨第 33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闭
幕式在唐山举行，各大奖项最终揭
晓。除了曹保平执导的《烈日灼心》
摘得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编剧奖
两项大奖外，冯绍峰凭《狼图腾》、
许晴凭《老炮儿》分获影帝影后外，
最佳配角奖格外“抢镜”，两位首次
入围的年轻演员《老炮儿》的李易
峰和《寻龙诀》的杨颖摘得该奖项。

作为华语电影三大奖项之一
的金鸡百花奖代表着国内电影界
的最高荣誉，今年票房高、口碑好
的电影都入围了提名，更有“鲜肉”
同框角逐奖项。此前电影《亲爱的》

《捉妖记》以多项提名领跑，而笑到
最后的是曹保平，由他执导的《烈
日灼心》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编剧
奖，成为当晚最大赢家。配角方面
主要表彰年轻演员。李易峰凭借

《老炮儿》获最佳男配角奖，他上台

领奖的时候表示：“谢谢管虎导演，
谢谢电影《老炮儿》，入围的很多演
员都是我的前辈，这次对我意义很
大，谢谢大家。”最佳女配角奖则被
Angelababy 拿走。因《寻龙诀》的丁
思甜一角获得最佳女配角奖的
Angelababy表示自己是第一次拿到
关于表演的奖项，“感谢我的先生
晓明，谢谢你一路上对我的陪伴。
很多时候遭到质疑迷茫时，你一直
在我身边鼓励我、支持我”。

此外，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奖
颁给了谢芳、陶玉玲、葛存壮和梁
信。由于父亲葛存壮因脑梗引发心
脏衰竭于今年 3 月 4 日去世，葛优
代替父亲领奖，称“我来的时候还
在想，如果父亲能亲自来领奖，能
多活不少年呢，这是一个奖的伟大
之处！我会到墓地去告诉他这个好
消息”。

（时 光）

冯绍峰 李易峰 摘得百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