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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而後立、敗而後成」這套破立之說雖源於道家，但放諸四海皆準。
NBA西岸的三支球隊對此亦深以為然，他們在今夏憑一次次的
交易改頭換面，並逐漸逼近所有籃球員的夢想─ NBA總冠軍
。這三支球隊就是再度組建 「四大天王」的湖人、有全球矚目
的球星林書豪加盟的火箭及煥然一新的木狼。

豪華兵吉凶難料
湖人在2003年球季曾經作出轟動一時之舉，他們以高比拜仁、奧尼

爾、馬龍和披頓組成當年的 「四大天王」，但如此豪華的陣容卻在2004 年的
總決賽不敵平民球隊活塞。今夏，湖人對豪華陣容的狂想 「復興」，他們把老
而彌堅的拿殊及被譽為 「NBA第一中鋒」的侯活收歸帳內，加上得分主力高
比拜仁和加素爾再度組成 「新四大天王」。然而，豪華陣容的效果似乎不如想
像中好，未有令人驚喜，湖人在季前賽8戰皆北被外界直斥外強中乾。新季湖
人要進季後賽不是問題，但這遠遠未及外界的預期，雖然因 「四大天王」而透
支的隊薪讓他們沒有充足的後備力量，深度不足將令他們在常規賽登頂無望，
但球星效應將在季後賽爆發。不過，能不能重奪總冠軍，就要看老天爺會否保
祐一眾湖人球星健健康康。

同樣有大手交易，甚至關注程度更超湖人的非火箭莫屬，他們以令紐約人
無法匹配的 「毒藥合同」簽下了炙手可熱的美籍華裔球星林書豪。雖然在爭奪
侯活、拜林等全明星球員中折戟，但火箭在後姚明時代最終鎖定林書豪為接班
人，加上憑另一份 「毒藥合同」簽下的中鋒奧馬艾錫克和不少二線球員作助力
，年輕的火箭新季定必煥然一新。

林書豪新的挑戰
不過，在列強林立的西岸，只正選上陣 20 多場 NBA比賽

的林書豪雖然潛力十足，但與基斯保羅等控衛仍存差距；奧馬
艾錫克亦難比侯活等中鋒，潛力十足的火箭要在本季一步登天
重返季後賽，頗有痴人說夢之嫌。

和火箭不一樣，木狼今季有望自2004年後再度重返季後賽
，雖然季前骨折令球隊的當家球星奇雲拿夫無緣首月常規賽，
上季腳傷的歷奇盧比奧最快也要到下月月底才能復出，這令球
隊重返季後賽之路蒙上陰霾。不過，以往糟糕的管理層（近三
年12次首圈選秀只剩歷奇盧比奧和戴歷克威廉士留隊）今夏終
於出現令人讚嘆的交易，他們不僅把陣中紀律糟糕的M比士利
賣走，更從重召俄羅斯 「AK47」奇里蘭高及上季退役休養的班

頓萊爾重返NBA，加上上季表現突出的中鋒彼高域
，木狼今季的陣容可謂非常鼎盛，值得球迷期待。

新季以不變應萬變且基本
穩佔季後賽席位的三支球隊，
是上季西岸霸主雷霆、常規賽
西岸冠軍馬刺及基斯保羅領銜
的快艇。和破而後立的湖人、
火箭及木狼不同，雷霆、馬刺
和快艇基本保持了上季的陣容
，並希望擊敗湖人，以挑戰很
可能是東岸冠軍的熱火。

馬刺的鄧肯和真路比利雖
然步入暮年，但 30 歲的柏加
逐漸接過鄧肯的大棒成為陣中
的當家球星，加上名帥普波域
治，後備力量完整的馬刺料會
蟬聯常規賽西岸霸主之位。不
少球迷認為馬刺上季可能陷入
衰退，但丹尼格連、G尼爾等
潛力新星在精明的普波域治教
導下發光發熱，故新季的馬刺
依然會留在頂級之列。

與主力年紀漸老不同，雷
霆和快艇的主力都是較為年輕
的球員。上季西岸霸主雷霆依
然由 「雙子星」杜蘭特及韋斯
博克組成，雖然上季最佳第六
人夏登續約與否依然不明朗，
但內線有柏堅斯和上季的 「封
阻王」伊巴卡（場均3.65次，
大幅拋離居次名 J 麥基的 2.16
次）輔助 「雙子星」，更令人
期待的是新星伊巴卡今夏曾接
受著名的中鋒名宿奧拉祖雲教
導，進攻進步可期。杜蘭特和
韋 斯 博 克 實 力 超 班 ， 縱 覽
NBA 無人能出其右，雷霆新
季依然是冠軍大熱。

同樣年輕的快艇有基斯保
羅、B 基芬兩名全明星球員，
中鋒迪安祖佐敦在季前賽的進
攻手段大增，與雷霆一樣在新
季只會隨着時間的推移逐漸成
長，但能否在保持健康的同時
加強防守，吸取上季慘敗於馬
刺之經驗，將成快艇今季成績
的風向標。

倘若西岸的火車頭湖人、馬刺、雷霆
和快艇均順利進入季後賽，這便意味着金
塊、灰熊、小牛、爵士、太陽及前文提到
的火箭和木狼7支中游球隊，將爭奪剩餘
的4個西岸季後賽席位。當中金塊和灰熊
憑藉優厚的板櫈力量領跑，其餘各隊的勝
負場數均料會在毫釐之差。

金塊素以兵強將多著稱，這支近年一
直未有大牌球星的球隊，今夏簽來全明星
球員伊古達拿，以加強球隊羸弱的外線防
守，加上上季加盟的意大利前鋒加連拿利
及不容小覷的巨人 J 麥基，難怪 ESPN 甚
至預測這支球隊能位列常規賽西岸次席。

上季主力蘭杜夫受傷缺席大半個球季
，令灰熊最終止步季後賽首圈，令人欣喜
的是這員大將已復出，新季定必和好搭檔
M加素爾及康利再度衝擊球隊的最佳成績
，兩季前於季後賽首圈以 「黑八傳奇」淘
汰馬刺的黑馬球隊已強勢回歸。

小牛前景堪憂
去年勇奪總冠軍的小牛已跌至需要為

季後賽席位爭奪的地步，小牛近兩季的交
易都不盡如意，尤其上季加盟的奧當突然
變為地底泥，加上魯域斯基年事已高，日
前更剛接受完膝蓋手術，無疑對球隊帶來
重大打擊。爵士和太陽陣中都未有太多球
星，當中爵士活力十足，能否再度躋身季
後賽依然是 「五五波」；拿殊的離開對太
陽而言是沉痛的打擊，這不僅是一個時代
的結束，更意味着太陽已跌至中游球隊的
邊緣。

與東岸的強弱懸殊不同，NBA西岸的
形勢錯綜複雜，在雷霆、馬刺及再度組成
豪華陣容的湖人之下，中游球隊爭持非常
激烈，當中包括有林書豪加盟改頭換面的
火箭；亦有陣容依舊、有明星控衛基斯保
羅在陣的快艇。新季將於香港時間31日

（下周三）開打，究竟哪些隊伍能殺入季後賽，
覬覦總冠軍寶座？湖人的豪華陣容又會否重演當
年的 「悲劇」 ？這都會在令人振奮的球季中找到
答案。

本報記者 潘彥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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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殊（右）與加
素爾 「裡應外合」

▶杜蘭特上屆
已證明自己的
雄厚實力 ▲林書豪希望轉會後更上層樓

▲侯活強
勢轉投湖
人後，力
爭打出身
價波

◀高比拜仁誓
雪前恥

雷霆
上季成績：西岸冠軍
著名球星：杜蘭特、韋斯博克、夏登
預 測：杜蘭特和韋斯博克的 「雙子星」 威

力強悍，加上伊巴卡、柏堅斯等人
，雷霆依然是西岸冠軍的大熱。

馬刺
上季成績：西岸亞軍
著名球星：鄧肯、柏加、真路比利
預 測：雖然鄧肯和真路比利漸老，但名帥

普波域治調兵遣將的能力毋庸置疑
，馬刺有望重奪常規賽西岸冠軍。

湖人
上季成績：季後賽次圈
著名球星：高比拜仁、侯活、拿殊、加素爾
預 測：組成 「四大天王」 的豪華陣容令湖

人板櫈力量羸弱，倘若正選出現傷
病，湖人有可能再遭滑鐵盧。

快艇
上季成績：季後賽次圈
著名球星：基斯保羅、B基芬、比立斯、格蘭希

爾
預 測：才華橫溢的基斯保羅足以帶領球隊

殺入季後賽，但經驗不足將是他們
的致命傷。

灰熊
上季成績：季後賽首圈
著名球星：M加素爾、蘭杜夫、康利
預 測：主力蘭杜夫恢復健康，加上灰熊的

後備兵員充裕，兩季前於季後賽首
圈擊敗馬刺的黑馬有望回歸。

金塊
上季成績：季後賽首圈
著名球星：伊古達拿、加連拿利、J麥基
預 測：伊古達拿的加盟填補了金塊的外線

防守，加上球隊素以深度著稱，料
能爭入常規賽西岸前3。

小牛
上季成績：季後賽首圈
著名球星：魯域斯基、馬里安、卡達
預 測：小牛這兩季的交易都不盡成功，加

上魯域斯基年紀漸大，其季後賽席
位岌岌可危。

爵士
上季成績：季後賽首圈
著名球星：G夏禾特、科耶
預 測：年輕的爵士活力十足，身處中游的

他們雖然未有太多球星，但依然保
持對季後賽席位的競爭力。

火箭
上季成績：常規賽西岸第9
著名球星：林書豪、奇雲馬田、奧馬艾錫克
預 測：雖然有林書豪和奧馬艾錫克兩員大

將加盟，但火箭的能力依然有待考
證，重返季後賽難度頗高。

太陽
上季成績：常規賽西岸第10
著名球星：史高拿、杜拉基、哥達
預 測：拿殊的離開預示着太陽一個時代的

結束，深度不足的太陽和火箭一樣
都屬西岸的中下游球隊。

拓荒者
上季成績：常規賽西岸第11
著名球星：艾迪治
預 測：拓荒者已完全退出季後賽資格的爭

奪，不斷出售大牌令他們只能在西
岸榜末掙扎。

木狼
上季成績：常規賽西岸第12
著名球星：奇雲拿夫、歷奇盧比奧、奇里蘭高

、班頓萊爾
預 測：木狼今夏的交易極為成功，加上金

童歷奇盧比奧即將復出，有望自
2004年後再度躋身季後賽。

勇士
上季成績：常規賽西岸第13
著名球星：史提芬居里、謝佛遜
預 測：史提芬居里是非常出色的射術型控

衛，但獨力難支，勇士今季實難有
作為。

帝王
上季成績：常規賽西岸第14
著名球星：D卡辛斯
預 測：帝王的陣容未見起色，雖有不少潛

力新秀在陣，但依然有敬陪西岸末
席之虞。

黃蜂
上季成績：常規賽西岸第15
著名球星：安東尼戴維斯、艾歷哥頓
預 測：黃蜂新季雖有新科狀元安東尼戴維

斯加盟，但仍難掩球隊陣容零散的
缺憾，晉身季後賽屬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