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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瑞斯 · 斯贝茨

马瑞斯 · 斯贝茨（生于 ���� 年 � 月 � 日）是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谁最后效力于广州龙狮队的中国篮球协会（CBA）
。
他曾效力佛罗里达鳄鱼队（Florida Gators）参加大学篮球比赛，并于 ���� 年成为美国大学篮球协会（NCAA）
国家冠军队的新生。在费城 �� 人队选中了他，在 ���� 年 NBA 选秀。

个人信息
出生
国籍
身高
体重

����年�月�日（年龄��岁），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
美国人
�英尺��英寸（�.�� m）
���磅（���公斤）

职业信息

中学 吉布斯（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
海军上将法拉格特学院
（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
哈格雷夫军事学院（弗吉尼亚州查塔姆）
学院 佛罗里达（����‒����）
NBA 选秀 ���� / 回合：� / 选择：第 ��
被费城 �� 人队选中
比赛生涯���� 年至今

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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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 �� 人队
孟菲斯灰熊队
克利夫兰骑士队
金州勇士队
洛杉矶快船
奥兰多魔术
广州龙狮

职业亮点和奖项

NBA 冠军（����）
NCAA 冠军（����）

金州勇士队（����‒����）

����年�月��日，斯贝茨与金州勇士队签约。����年�月��日，斯贝茨以���-��击败费城��人队获得职业生涯最
高的��分。
斯贝茨在勇士队的六场比赛中，在����年NBA总决赛中击败勇士队赢得了他的第一个NBA冠军。在����-��赛季成
为球队最佳替补得分手之后，他获得了“ Mo Buckets”的绰号。
����年�月��日，勇士队行使了����-��赛季的球队选项。
在����-��赛季期间，斯贝茨帮助勇士队在本赛季取得了��-�的开局（NBA纪录），并帮助他们以��-�的成绩完成
了NBA历史上最好的整体记录，超过了����-��芝加哥公牛队的战绩的��-��。在勇士队����年首轮季后赛系列赛
对阵休斯敦火箭队的第三场比赛中，斯皮茨在职业生涯的前��场季后赛比赛中都没有尝试过三分球，他的三分球命
中率为�之中的�。以��-��的赔率获得��分。勇士在五场比赛中击败了火箭队。在第二轮中，斯贝茨帮助勇士队在
五场比赛中击败了波特兰开拓者队，获得了西部决赛的资格。在他们与俄克拉荷马城雷霆队的决赛中，勇士队在系
列赛中以�-�的赤字进行反击，赢得了�-�的胜利。在系列赛的第�场比赛中，斯贝茨在�分钟内得到��分，以帮助勇
士队挽救他们的赛季。在第�场胜利中，勇士队连续第二年进入NBA总决赛。勇士队将再次面对克利夫兰骑士队。尽
管勇士队在第�场胜利后在系列赛中取得�-�的成绩，但他们在七场比赛中仍输掉了该系列赛，成为NBA历史上第一
个在以�-�取得冠军之后输掉总冠军的球队。

费城 �� 人队（����‒����）

����‒��赛季
斯贝茨是费城��人队在����年NBA选秀大会第一轮第��顺位选中的。他在����年�月��日与费城签约。在他的新秀赛季中，投篮命中率是.���，
打了��场比赛，罚球命中率.���，打了两个开局。
����-��赛季
斯贝茨在��人队的第二个赛季开始时表现出色，因为他看到比赛时间略有增加，并且表现出色。他在前��场比赛中有�场得分超过��分，是球队前
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月��日对阵芝加哥公牛队的第四节比赛中，斯贝茨受伤了左膝。MRI显示内侧副韧带（MCL）局部撕裂。他缺席了��场
比赛，并于��月��日复出，在与克利夫兰骑士队的一次失败比赛中上场��分钟。Speights从伤病中恢复后，他的比赛时间变得有限，这主要是由
于艾尔顿·布兰德的出赛。
����-��赛季
��人队雇用道格·柯林斯（Doug Collins）作为����-��赛季的新主教练。这种以团队防守意识为主导的教练理念而闻名，这种团队精神的转变
对斯贝茨产生了不利影响，而斯贝茨以其进攻能力而闻名。与教练人员的频繁冲突导致每场比赛创下职业生涯最低的��.�分钟。然而，他确实在
����年�月�日对阵新奥尔良的黄蜂队中取得了一个开局，并得到��分和�个篮板。本赛季，平均每场得分�.�点和�.�个篮板，均为生涯最低。

孟菲斯灰熊（����‒����）

����年�月�日，Speights被曼菲斯灰熊队收购，这是三支球队交易的一部分，该交易将哈维尔·亨利送到了新奥尔良黄蜂队，并将两个未来的第
二轮选秀权送给了费城��人队。
����年�月��日，灰熊队向斯贝茨发出了一项合格报价，使他成为受限制的自由球员。
����年�月��日，斯贝茨与灰熊队续签了为期两年，价值���万美元的合同。

College career

Haas began his collegiate career entering games with much energy but tiring easily. He was a backup to A. J. Hammons for his ﬁrst two
years as he improved his conditioning. As a sophomore, Haas averaged �.� points and �.� rebounds per game.
As a junior, Haas was named a Big Ten Honorable Mention by the coaches and media. He averaged ��.� points and �.� rebounds per game
playing alongside Caleb Swanigan in the frontcourt. Haas and Vincent Edwards declared for the ���� NBA Draft, but also did not sign with
an agent. On May ��, ����, Haas announced he would withdraw from the NBA Draft.

克利夫兰骑士（����）

����年�月��日，斯贝茨与韦恩·埃林顿，乔什·塞尔比以及未来的首轮选秀权一起交易到了克利夫兰骑士队，以换取乔恩·洛伊尔。在效力骑士
队的半个赛季中，斯皮茨在��场比赛中平均得到��.�分和�.�个篮板。

洛杉矶快船（����‒����）

����年�月��日，斯贝茨与洛杉矶快船队签约。在����年�月��日，他以���‒��击败俄克拉荷马城雷霆队获得了赛季最高的��分。在����年�月
��日，斯贝茨退出了他与快船队的����-��赛季合同，这使他成为了不受限制的自由球员。

奥兰多魔术（����‒����）

����年�月��日，斯贝茨与奥兰多魔术队签约。在����年��月��日，他获得了职业生涯最高的六分三分球，得到了��分，其中包括六分之三的五
分球，他们以���-��击败新奥尔良鹈鹕队。

广州龙狮 (����)

在����年�月�日，CBA的广州龙狮队宣布马利斯-斯贝茨签署合同

大学生涯

斯贝茨于 ����-�� 赛季在佛罗里达大学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作为国家冠军队的新生，他每
场比赛在 � 分钟内平均得到约 � 分和 � 个篮板。
斯贝茨在 ����-�� 赛季结束时场均贡献 ��.� 分，�.� 个篮板和 �.� 个火锅。大二赛季结束后，
宣布有资格参加 ���� 年 NBA 选秀。斯贝茨于 ���� 年 � 月 �� 日与佛罗里达州教练比利 ·
多诺万（Billy Donovan）确认，他将不会回到鳄鱼队。

早期生涯

斯贝茨出生于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他在圣彼得堡海军上将法拉格特学院（Admiral
Farragut Academy）打篮球，一年后退役了球衣号码。他还曾在 Hargrave 军事学院（高
年级）和 Gibbs 高中打篮球。
斯贝茨被 Rivals.com 视为四星级新兵，在 ���� 年被列为全美第 �� 大前锋和第 �� 名球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