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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袖添香的言情小说，又名《租来的男伴》，作者是苏冉媚。顾连城是男主角女主叫贺锦年的小
说,答：总裁大人太凶猛已发私信，你看一下，下载即可,西部联盟：,1、菲尼克斯太阳
（PhoenixSuns）：球队建于1968年，菲尼克斯是亚利桑那州的首府，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沙漠中，年
降水量稀少，阳光充足，以“太阳”为队名最有代表意义。SonicUnderwater Navigation System 声纳水
下导航系统,2、圣安东尼奥马刺（San AntonioSpurs）：NBA的创始球队之一，最早时球队大本营在
达拉斯，队名为“达拉斯橡木队”，1970年更名为“得克萨斯橡木队”，1973年移师圣安东尼奥后
改名为“马刺队”。“马刺”是骑马者钉在鞋后跟上的一种铁制的刺马针，以此为队名，可以反映
出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时代特征。SpacePower Unit Reactor宇宙飞行电源装置用的反应堆,3、西雅图超
音速（SeattleSupersonics）：球队诞生在西雅图，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1967年球队建立的时候，波音公司正在开发制造超音速客机，而在波音公司帮助下创立的球队也
选择了“超音速”这个名字。,4、达拉斯小牛（DallasMavericks）：1980年3月，球队老板在征集来的
大约四千六百个名称中，选中“小牛”为球队的队名。,5、萨克拉门托国王（SacramentoKings）：该
队更名之多是NBA其他球队望尘莫及的，刚成立时叫“罗切斯特皇家队”，1957年更名为“辛辛那
提皇家队”，1972年改称“堪萨斯城—奥哈马国王队”，直到1985年才定居萨克拉门托，更名为
“萨克拉门托国王队”。,6、休斯敦火箭（HoustonRockets）：球队最早是在盛行军需产业的圣地亚
哥，1961年迁美国国家航空天局（NASA）所在地休斯顿后，“火箭”这个名字更加名副其实了。
National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7、孟菲斯灰熊
（MemphisGrizzlies）：灰熊队于1995年诞生，当时作为NBA海外扩张计划的一部分，主场设在加拿
大的温哥华市，并以加拿大西部非常有代表性的动物“大灰熊”给球队命名，象征着篮球的力量。
2001年，灰熊队迁回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更名为孟菲斯灰熊队。,8、洛杉矶湖人
（L.A.Lakers）：1948年加盟NBA时，湖人队还在明尼苏达阿波利斯，但是一次飞机失事，使湖人老
板痛下决心，于1960年搬迁到了洛杉矶。队名也是征集来的名字，大意是在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工作
或者居住的人。,9、明尼苏达森林狼（MinnesotaTimberwolves）：1989年加盟NBA，以明尼苏达地区
数量一种凶猛的野生动物“森林狼”命名。,10、丹佛掘金（DenverNuggets）：原名“丹佛火箭队
”，是ABA创始球队之一。1974年加入NBA后改名为“金块队”，因为19世纪美国家对西部进行大
开发时，曾在丹佛发现了金矿。,11、洛杉矶快船（L.A.Clippers）：1970年成立于布法罗（buffalo水
牛城），队名为“布法罗勇敢者队”。1978年迁到圣地亚哥后，更名为“圣地亚哥快艇队
”，1980年又迁到至洛杉矶。,12、波特兰开拓者（Portland TrailBlazers）：成立于1970年，当时波特
兰正好是西部大开发的中心地，因此用“开拓者”给球队命名也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特征。,13、犹
他爵士（UtahJazz）：创建于1974年，当时主场在新奥尔良，队名为“新奥尔良爵士队”。1980年移
师犹他州的盐湖城后，依然沿用“爵士队”这个名字。,14、金州勇士（Golden
StateWarriors）：1946年诞生与于费城，队名为“费城武士队”，是为表达对美国独立战争中牺牲的
勇士的一种敬意。1962年移师旧金山后改为“金州勇士队”。,15、新奥尔良黄蜂（New
OrleansHornets）：1988年在夏洛特组建并进入NBA，球队的队标就是一只凶猛的班胡蜂，是从社会

上征集来的作品，另外夏洛特市的市徽上也有蜂的图案。2002年黄蜂队由夏洛特市搬迁到了新奥尔
良。,东部联盟：,1、迈阿密热火（MiamiHeat）：1988年组建，球队位于四季温暖宜人的佛罗里达的
迈阿密，所以在众多队名后选名单中选中了“热”，既现示出了迈阿密的气候条件，又希望球队能
有个红红火火、蒸蒸日上的未来。,2 名字的艺术---NBA30支球队名称来历,2、底特律活塞
（DetroitPistons）：1948年加入NBA时大本营在福特怀恩，老板是从事活塞制造业的，“活塞”就成
了球队的队名。1957年，球队迁到汽车城底特律后仍然沿用这个名字。,3、波士顿凯尔特人
（BostonCeltics）：1946年，11个冰球大老板商量成立新的篮球联盟，于是BAA应运生，凯尔特人队
是最初的11支球队之一。由于波士顿有许多爱尔兰移民，其中有不少移民是凯尔特人，所以球队初
建时队名就叫“原始凯尔特人队”，后简化成“凯尔特人队”。,4、克里夫兰骑士
（ClevelandCavaliers）：1970年入盟，克里夫兰在给新成立的职业篮球队起队名时，在当地投票表决
，结果6000张选票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票数都选了“骑士”。,5、华盛顿奇才
（WashingtonWizards）：1961年加入NBA，球队大本营还在巴尔的摩时队名为“子弹队”，因为巴
尔的摩的军需产业非常发达。球队迁往华盛顿后继续用“子弹队”这个名字，因为叫“子弹”有暴
力倾向，直到1997－1998赛季才改为“奇才队”，也有人称之为“巫师队”。,6、奥兰多魔术
（OrlandoMagic）：魔术队是NBA的新军之一，1989年才加入NBA。因为迪斯尼世界乐园是奥兰多
的一大休闲娱乐场所而“ Come tothe magic”（来玩魔术）又是奥兰多人最爱说的一句话，魔术队也
因此而得名。,7、芝加哥公牛（ChicagoBulls）：1966年加盟NBA，因为飞人迈克尔—乔丹的原故
，芝加哥公牛队绝对是在全球拥有最高知名度的NBA球队。芝加哥畜牧业非常发达，该城的职业橄
榄球队和职业棒球队各有一支以动物名称命名的球队，所以“公牛”便成了芝加哥职业篮球队的队
名。,8、费城76人（Philadelphia76ers）：作为NBA中的一支老牌球队，在建队之初，当时的费城76人
队既没有把主场设在费城，也没有取名为76人队，而是起了个非常富有爱国主义意味的名字——锡
拉丘兹民族队（SyracuseNations）。1937年组建的锡拉丘兹民族队随着NBL（国家篮球联盟）与
ABB（美洲篮球协会）的合并，于1949年加入NBA，1963年迁到费城后改成“76人队”因为费城是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的地方。,9、印第安纳步行者（IndianaPacers）：也有叫印第安纳溜马队。
1976年加入NBA，步行者英文名字是“Pacers”，发音和“Pacecar”非常相似，而“Pacecar”是在
“印第安纳500”（和F1齐名的世界著名赛车盛事之一）比赛中在前方开道的先导车，其风头不让名
赛车。球队以“Pacers”命名，自然也是想借“印第安纳500”的人气一举成名。,10、新泽西网
（New Jersey Nets）：网队于1976年加入NBA，“网”指的就是“篮网”，是篮球运动中不可缺的要
素之一。网队之所以起这个名字，一方面是为了和篮球攀上点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早在新泽西网
球队成立之前，纽约已有棒球队METS和橄榄球队JETS，当时这两支球队都已羽翼丰满，网队起了这
两个队的谐音NETS，其实也想沾一下它的光。,11、密尔沃基雄鹿（MilwaukeeBucks）：1968年加入
NBA，和许多不知用什么动物名称给球队命名的球队一样，密尔沃基在给自己的球队命名时也曾举
棋不定，最后在包括“臭鼬（Skunk）”、“海狸(Beaver)”等一大堆动物名称中，选择了弹跳力好
、而且是密尔沃基一带野生的“雄鹿”为球队的队名。,12、纽约尼克斯（New YorkKnicks）：加入
NBA时间1946年，正确的说法是“灯笼裤队”，因为纽约有大量荷兰移民，荷兰人最喜欢穿宽松肥
大的灯笼裤，而“尼克斯”只是“灯笼裤”一词的译音。,13、多伦多猛龙（TorontoRaptors）：猛龙
队于1995年诞生，当时作为NBA海外扩张计划的一部分，主场设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队名也是征
集而来的，最后选中了凶猛、速度快、弹跳高的“龙”。,14、夏洛特山猫（Charlotte
Bobcats）：“山猫”，北卡罗莱纳州山林中的野生动物，它机警、善于捕捉猎物，拥有猫科动物的
所有习性。山猫队于2004年加入NBA。,15、亚特兰大老鹰（AtlantaHawks）：最初命名为“三市黑鹰
队”，是借用了酋长“黑鹰”的名字。1951年迁至密尔沃基后易名为“鹰队”。1955年迁至圣路易
斯，1968年迁到亚特兰大至今仍一直使用“鹰队”这个名字。加入NBA时间：1949年。西部球队吉

祥物,掘金队吉祥物：洛奇狮,首次出场：1990年12月15日,出生地： 落基山脉,身高：5英尺10英寸,体重
： 154磅,尾巴长度： 3英尺,简介：洛奇狮是NBA最受欢迎的球队吉祥物之一，并是丹佛掘金每场主
场赛事的重要成员。其勇猛的杂技技艺及极具创意的滑稽表演皆让球迷与球员乐在其中。洛奇狮除
了在篮球场为大家带来欢笑之外，也是掘金队社区服务的主角。十余年来，它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各
种慈善场合、各类学校，广泛宣讲学习知识的重要性，足迹遍及科罗拉多州各地。,除此，洛奇狮曾
多次为其它职业运动球队表演，并在NBA全明星赛及不同的国际活动表演各项绝技。,《洛基山新闻
报》的发行部实习了一段时间后，洛基正式开始了表演工作，成为掘金队的吉祥物简直让洛基喜不
自禁，“我还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呢。”他说，“在我到来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吉祥物甚至都没
考虑过这个问题。”洛基在1990年加入掘金队并且参与了设计美洲狮吉祥物的工作。,靠中场休息时
反身扣篮而闻名的洛基同时也跟许多NBA球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巴克利、马龙和阿泰斯特都曾作
为洛基在球场上嘲弄的对象。洛基的表演都很有趣，但他本人更倾向于愚弄球迷，譬如假装裁判跳
舞、利用蹦床扣篮，而他的一个代表作就是将一块蛋糕按到了在场边庆祝生日的小女孩脸上。森林
狼吉祥物：酷狼奇,身高：6英尺高（从地面到顶端的耳朵）,体重：175磅,弹跳：15英尺（用蹦床
）,最爱的食物：舒适的吃糖果蜜饯,最爱的电影：与狼共舞,最爱的书：野性呼唤,最喜爱的灌篮：伸
直一条腿单手灌篮开拓者吉祥物：火焰猫,种类：独一无二的美洲狮的一类。,生日：3月19日,开拓者
收养日期：2002年10月15日,行为榜样：老虎（另一种猫科动物）,最好的朋友：史考熊，关键熊，爵
士熊，等等吉祥物和开拓者的舞蹈者以及球队老板阿伦,特殊技能：杂技，开玩笑，猫跳和修补小道
具,最喜欢的食物：第一流的松饼，湖人球迷（像鸡肉的一种食品），烤得半焦的黑鲈鱼。,最讨厌的
事情：尾巴被拉，被法规束缚，毛被拿去做球，被兽医误诊超音速吉祥物：史考熊,简介：史考熊生
长于卡斯克德山的树木与河流之间，依靠鲑鱼和浆果为生。超音速以地方特别有名的动物作为自己
的吉祥物。史考熊在超音速每个主场都要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扣篮，跳跃或者是其他的绝招。火
箭队吉祥物：关键熊,自从1995年第一次在联盟中亮相，关键熊已经成为NBA最著名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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苋肗BA比赛的恶作剧达到了顶峰。,在2005年二月关键熊第五次成为NBA的最佳
吉祥物，他是火箭队的头号球迷，每个主场比赛都会听到欢呼声。无论是他的即兴发挥，调动全场
球迷的热情，跳舞，发放各种纪念品等等总能够带来欢乐。关键熊最喜欢在丰田中心会见火箭球迷
，他每年都要在这里表演200-300场。关键熊在全世界都有他的追随者，包括美国，墨西哥，俄罗斯
以及中国等。,关键熊的消遣就是让球迷娱乐，鼓舞火箭和火箭球迷获得胜利。现在火箭熊已经把他
的欢闹带到了每一个地方，每年的全明星大赛就是他的生日宴会。在2003年12月，关键熊以他的创
造力，努力程度和贡献被一家体育媒体评为所有体育行业最出色的吉祥物。关键熊认为他能够获得
这个奖项是因为很都中心球迷的支持，（而不是他一年到头没日没夜的在给自己投票。）关键熊经
常在高中里，高校里以及其他地方培养训练吉祥物。,随着新赛季的开始，关键熊也迎来了他在火箭
的第10个赛季。他们必将给球迷带来更多的欢乐。灰熊队吉祥物：格瑞,格瑞于1995年诞生于加拿大
的范库弗峰地区，参加了灰熊队加入联盟以来的每一场比赛。2001年格瑞跟随灰熊队迁到了孟菲斯
，很快就成为球迷非常喜爱的人物。在格瑞的支持和帮助下，灰熊队成为一支真正的强队。在展望
2004-05赛季时，格瑞曾说过可能会在下赛季消失，结果让球迷为之恐慌不一已。幸好格瑞在回来之
后表现得以前更好，更能吸引球迷的关注。格瑞以滑稽的动作和戏剧性的扣篮吸引了众多的人气
，球迷们非常喜欢看他的表演。格瑞同样也喜欢帮助群体，经常出席球队组织的读书会，篮球训练
营和医院。黄蜂队吉祥物：休格,生日：1988年11月4日,主场：新奥尔良蜂巢竞技场,形象：紫色的头
顶黄毛的大黄蜂,目的：在休息和暂停时刻用他的幽默动作和杂技表演来娱乐观众，与观众形成互动
。,特殊技能：休格能够瞬间改变自己的造型，曾经三次获得NBA扣篮冠军，他也是个发明家，创造
过多种新的扣篮姿势。,个人隐私：休格喜欢带着微笑花时间去学校，医院，会议以及其他别人需要
他出现的地方，他是黄蜂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业余爱好：蹦极，跳伞，打篮球，赛车，飞行和舞蹈

。,造诣：三次NBA吉祥物扣篮冠军，两次当选一个NBA杂志评选的最佳吉祥物，1994年被NBA评选
为最佳吉祥物，是各种体育运动的5大吉祥物之一。马刺的吉祥物：小野狼,身高：17又1/2手高,体重
：感觉刚刚好,接种疫苗 ：当然所有的,家乡：德克萨斯州,生日：1983年6 月,简介：小野狼这么多年
来很少缺席过比赛，平均每个赛季要出席500场见面会...在1991-92赛季的一场比赛中成为NBA历史上
第一个通过一个圆环扣篮的吉祥物...2004年2月扮演小野狼的演员蒂姆 德克患了大脑失血导致运动
与平衡功能失调的疾病，来自NBA及其他联盟的26个吉祥物曾经齐聚圣安东尼奥，为他祝福。勇士
队吉祥物：桑德,位置：高空飞行人,身高：可以站在云端,体重：比空气还轻,第一次露面：1997年6月
19日,诞生地：大气层之上,高中：灌篮高中,大学：扣篮大学,选秀：1997年吉祥物追加选秀， 金州勇
士队第一轮选中,获得过程；勇士队球探在全世界的发掘才发现桑德,工作经历：第五个赛季,合同
：1997年6月19签署的永久合同,造诣：曾经在很多人头顶扣过篮，其中包括很多勇士的勇敢球迷。
,个人特色扣篮：起跳后跨下换球翻腾后扣篮，双扣，即左手扣篮后来，右手在篮框下接到球之后再
次扣篮。,业余爱好：勇士队第一号球迷，气象学家，飞行家...一个多才多艺的家伙，全名是桑德鲍
特...父母是布伦达-鲍特和查尔斯...一个非常强大的得到孩子们喜欢的家伙...他非常喜欢小孩。太阳队
吉祥物：大猩猩,位置：大猩猩办公室,身高：5英尺,体重：350磅,2002-03赛季：出席了太阳在美西中
心的全部41场比赛，总共在学校，医院等场合出席150多次。,经历：自从1980年3月20号担任太阳队
吉祥物之后出访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国王队的吉祥物：西蒙狮,星座：狮子,出生日期
：1998年秋天,出生地：坦桑尼亚,大学：狮子大学,最爱的书：帽子下的猫,最爱的电影：狮子王,经历
：在老萨克拉曼多公园椅子上休息被国王队球探发现,要求：在联盟每次露面大约要有338次拥抱
，有的人不止拥抱一次，每年要送出1200万次微笑,简介：西蒙狮担任国王队的宠物已经有8年的时间
，在穿上各种各样的服装之后，这只疯狂的猫因为他每天在比赛中表演的滑稽动作而被人们熟知。
爵士队吉祥物：爵士熊,爵士熊出生在北部犹他州的高高的Wasatch山上。作为一只幼兽，他是瑜珈
修行者, 布布, 和费热熊的朋友。,当爵士熊长大点后，他向东回到了马里兰州的钓鱼学院。他毕业时
满载荣誉，看上去就好象他将永远成为最年轻的灰熊力量指挥官，当声名狼籍的“蜂蜜罐“和"放纵
书生”谣言同时出现在报纸上暗示爵士熊是同谋者。尽管爵士熊没有被正式地提出指控，但它的名
字却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在没有办法之下，爵士熊只好进入一个马戏团工作。,在马戏团里爵士
熊学到了很多动作，事实上，许多动作他后来都用在NBA的表演里了。直到1994年爵士熊才有机会
踏进爵士队的大门，从此爵士熊就开始了在爵士队的主场三角中心的表演，他吸引了众多的球迷了
来观看他的表演。从此爵士熊前途一遍光明，他也成为三角中心最疯狂的熊。东部球队吉祥物,凯尔
特人队吉祥物：小妖精,凯尔特人队的小妖精是球队历史上的传统吉祥物，是由一个矮小的老人扮演
的爱尔兰小妖精。幸好球队现在的吉祥物是由一个经常上演恶作剧和做出许多妖精倾向动作的年轻
人，甚至是充满活力的10来岁的小孩子。当许多人想象吉祥物是用妖精的魔力才获得再次年轻的幸
运，他却发誓说是在旗舰中心为凯尔特人欢呼才让他保持年轻。不管怎么样，自从凯尔特人在美国
土壤上打比赛，吉祥物小妖精就已经成为球队的标志并且将为球队效忠。小妖精发誓说他将永远做
他最喜爱的16次总冠军球队——凯尔特人的一号球迷，直到退休的年龄...但等小妖精退休的时候
，还有一段漫长的时光。,历史：小妖精作为球队的标志已经有了50多年的历史，但直到2003-04赛季
才第一次早表演时以真面目示人，他为球迷表演眩目的杂技扣篮和各种特技动作。,最爱的球员：身
穿绿白球服的凯尔特人队员,最爱的数字：17，这是凯尔特人将要夺得下个总冠军的数字。,最爱的扣
篮：向前翻筋斗，从支架上跳起360度扣篮，自由女神式动作以及其他很多花样。,最爱的食物：具
有魔力的带有新鲜胡椒粉的比萨饼,最爱的饮料：给他力柠檬酸橙,最好的朋友：NBA的吉祥物同事
“坚硬岩石”以及凯尔特人到处的球迷,最爱的电影：《幸运爱尔兰》和《凯尔特人的自豪》猛龙队
吉祥物：小恐龙,职位：吉祥物/爱好者激励物,高度：5’9”（电视上它看起来要大得多）,体重
：165磅纯粹的毛,年龄：65，000，009,NBA经验：9年,中学：侏罗纪高中,大学：恐龙大学,非赛季家

：多伦多，可能打一些高尔夫,已获得的：唯一活着的禽，所以它是完全自然的,事业事务：曾经是只
猛禽，也将总是只猛禽,合同状况：我一生都将在这里，并且热爱这样的每一分钟,事业的精彩面
：,在过去的9个赛季里，Rapter在多伦多，加拿大，北美亮相3,500多次，在欧洲的英国，比利时，荷
兰等地表演过。事实上，Rapter是唯一一只被邀请回荷兰周锦标赛四次而不是两次的吉祥物。,其他
小珍闻：,拥有成功的0.989的灌篮率，这是非常好的,被提名为1996年的新手吉祥物,参加了1997年的
NBA全明星赛,签了46，271次名（它的手肯定非常痛）],在NIKE的一个娱乐警察商业广告中担任主角
,曾吃过93磅的爆米花，但没有一颗卡在牙齿里,曾经独立帮助多伦多猛龙队赢得第一次季后赛系列赛
（它当时在楼里，所以很近）,被选为NBA最受欢迎的吉祥物（顺便说一句，3年并且连续的）公牛
队吉祥物：贝利,身高：6英尺6英寸,体重：375磅,皮毛颜色：红色,牛角颜色：红色,眼睛的颜色：黑色
,衣服的号码：1号,最爱的歌曲：《人面兽心》,最爱的颜色：当然是公牛的队服——红色和黑色,兴奋
经历：贝利是公牛队宣读的全明星中的一员。作为球队的一员，贝利经常要去芝加哥各个学校，男
孩女孩俱乐部和公园去教育孩子们注重阅读的兴趣。,贝利有许多才华，他会骑自行车，冲浪，打篮
球，唱歌，读书，计算，跳舞，主持篮球比赛，表演魔术和系住自己的鞋带。1969年他第一次出现
在公牛的比赛中。,贝利有好几套服装，他可以化装成吸血鬼，巫师，魔术师，裁判，圣诞老人。他
同样可以穿正式的礼服出席社交宴会。,作为芝加哥公牛的代表，贝利每年要在球迷和儿童面前出现
250次，作为芝加哥的公共关系部他能够接待的人物可能达到之多。骑士队吉祥物：月亮狗,身高
：6英尺,体重：200磅,生日：11月5日，12月27日，2月17日，4月10日，6月1日，7月22日，9月12日。
,最喜爱的食物：粗饭,爱好：骑士女孩,讨厌：那些阻止我接近骑士女孩的家伙。,愤恨的事情：消极
的球迷，刻板的没有幽默感的裁判以及其他的清规戒律。,荣耀：出席2004年全明星比赛，2004年
NBA最佳吉祥物活塞队吉祥物：胡伯,简介：在幸运的存活下来后，胡伯成为一个最底阶层的骑兵。
来自有10个成员的家庭，这让他形成非常好斗的性格。所以经常在受到惩罚之后，胡伯都不得不灰
溜溜的回去接受惩罚。但是胡伯不想一辈子都这样过，所以他决定出去闯荡天下改变生活。,在长时
间的准备后，胡伯开始向北方出逃。由于他有朋友在芝加哥，所以他打算到那里去投奔他的朋友。
在经过四年的乏味生活后，胡伯迫切希望他的生活中能够多点乐趣，虽然他对前途几乎一无所知。
,但是很不幸的是胡伯走错了方向，他向东来到了底特律，由于缺少金钱，他不得不出去找份工作来
挣吃饭的钱。机缘巧合的是他成为了一个杂技团的演员，这让他挣到了很多的金钱，但是他的体重
也达到了450磅。长期的艰苦生活弄坏了他的后背和腿。因此他必须退出表演或者是接受治疗。,随
着生活的忧虑，胡伯发现了NBA里的活塞队，他显示了很多技巧， 但是他的跳投却无法命中目标。
因此胡伯被教练所淘汰，但是球队总裁在经过与他交谈后，决定雇佣他在。结果胡伯在观众前面显
示了大量的激情，他经常为球迷跳舞或者表演其他技巧，但是酗酒的毛病却依旧存在。,随着时间的
推移，活塞总裁决定让胡伯担任球队的吉祥物，活塞本来另有一个吉祥物，但是现在已经几乎永久
的被放假了。从1996年开始，胡伯已经在观众前面表演了1000多次，而且还将继续下去。除了在比
赛中饭表演之外，胡伯还将在学校，慈善团体，盛大的开幕式上等等地方表演。步行者吉祥物：布
玛猫，布瑟狗,布玛猫,生日：1991年夏天,身高：6英尺,体重：随时在变化，取决于他吸收的气体的多
少,颜色：步行者的兰色和粗体金色,最喜爱的食物：猫薄荷和牛奶,喜爱的事情：和步行者队员一起
跳舞，与观众开玩笑,讨厌的事情：人们拽他的尾巴，以及与步行者为敌的客队,业余爱好：轻松灌篮
，走他的猫步，逗观众开心,灌篮指数：他能做到你想得到的任何方式。,成就：多次参加NBA的全明
星赛，捉弄过很多名人。,表现：他几乎周游了全世界，去过很多国家。,布瑟狗,生日：2001年秋天
,出生地 ：康赛卡球馆,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随时波动，取决于吃进去多少狗饼干,喜欢的事情
：步行者的比赛和招呼球迷,讨厌的事情：无形的栅栏和肮脏的浴室,喜欢的食物：任何放在碗里的东
西,业余爱好：追逐汽车,最好的朋友：布玛猫,薪水：365天都有骨头吃,成就：拜访威斯敏斯特狗的时
候没有当时就被扔出来雄鹿队吉祥物：邦戈,最初的“雄鹿声音”先生埃迪在选手作长距离投篮时总

是拖长声音喊“邦...戈”。后来当俱乐部在讨论给吉祥物命名时，他们总共收到了大约1000多封信。
其中最流行的意见就是命名为“邦戈”，威斯康星州的雪利在7个人参加的书写“邦戈”名字的比赛
中取得了胜利，还得到了两张常规赛球票。1977年10月18日，在雄鹿的揭幕战中，邦戈正式宣布诞
生。,邦戈已经为球迷服务了24个赛季，他为球迷送去比萨饼，舞蹈和高飞冲天的灌篮来娱乐球迷。
邦戈在社会团体的庆典中非常受欢迎，经常会受邀请出席一些庆祝典礼和宴会。老鹰队吉祥物：哈
瑞鹰,生日：1985/10/25,主场：菲利浦斯球馆,爱好：踩雪橇动作，半场偷懒，与孩子玩抢座位游戏
，捉弄NBA的裁判，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荣耀：在NBA选秀中超过著名球员拉里-伯德和尤因获得
第一,愿望：看到亚特兰大鹰队获得总冠军，并拿到总冠军戒指山猫队吉祥物：鲁弗斯,种族：山猫
,居住地：北卡罗来纳州山猫队的主场,家庭：姐姐是夏洛特刺针队的针刺。,体重：我们无法测量
，他甚至无法站立。,出生日期：2003年11月1日，5000球迷亲眼目睹了他的诞生典礼。,最爱的颜色
：山猫队的橙蓝色队服,最喜欢的书：《帽子下的猫》，《撞倒房子的猫》,最喜欢的食物：东西方的
比萨饼，粗面粉和小动物,最讨厌的事情：安静的球迷和丢失太阳镜,最喜欢的歌曲：《午夜太阳镜》
，《生于野外》和《好呀》热火队 吉祥物：伯尼,位置：人们的关注焦点,身高：7英尺6英寸,学院
：愚人学院,最喜爱的食物：花生酱，黄油和三明治魔术队吉祥物：魔术龙,主场：水屋中心体育馆
,身高：奥兰多历史上最高的龙,体重：打破记录,年龄：太多了,头发：粉红和兰色的莫霍克样式,皮肤
：绿色软毛,翅膀：达到5英尺的宽度，但仍需要蹦床才能飞,位置：通常在角落里,成就：追加选秀第
一位，直接毕业于愚人大学,学校：龙人篮球学校,目标：和魔术队一起赢得一次总冠军,最爱的食物
：任何做好的嘉鱼,最爱的假日：4月1日愚人节,最好的朋友：麦迪和其他队员，魔术的舞蹈师，魔术
队的其他人和你。,特殊技能：从楼梯上滑下，偷走你的爆米花，做射击的把戏，扣篮，愚弄裁判
，舞蹈，捉弄对方球迷，开玩笑，环游世界，用鼻子吹气，做鬼脸，折叠身躯让自己像个傻瓜。奇
才队吉祥物：巫师 奇才,巫师,目标：成为波拖马可河附近最搞笑的吉祥物,最好的朋友：圣地亚哥的
小鸡，哈里-波特，奇才队的舞蹈表演者,最喜爱的歌：“你相信魔法吗？”,造诣：巫师已经在华盛
顿特区制造了超过1500件事情，他曾经到达过墨西哥，荷兰等国家。他所做的愚蠢事情甚至已经超
过了一个吉祥物所能做的。,业余爱好：表演魔术，装傻瓜，与所有年龄层次的人开玩笑,座右铭：如
果你开不起玩笑，就滚出我的视线。,奇才,目标：保持飞的状态进行超级灌篮,最好的朋友：超人
，空中飞人，巡逻人,最喜爱的歌：“跳跃”,成就 ：奇才完成了一些引人入胜超级壮观的扣篮动作
，比如有一个空中翻筋斗倒转360度背扣。,业余爱好：体育，扣篮，工作，保持健康和阅读,座右铭
：解决他。[迈阿密热火],名字：Burnie,位置：人们的关注焦点,身高：7'6",体重：480磅,鞋的尺码：28
1/2,大学：小丑学院,最喜欢的电视节目：The Three Stooges,最喜欢的日子：生日（March 17th）,最好
的朋友：Road Runner,最喜爱的食物：花生酱，黄油和午餐肉三明治,主页：,我是Burnie，迈阿密热火
队的官方吉祥物，一个精力充沛、整洁优雅、时髦可爱的NBA球迷。我喜欢和那些巨星们混在一起
，我也喜欢裁判，当看到他们偶尔也会大笑、逗乐子、或者累得忍不住骂粗口时，的确是非常有趣
的事。,朋友们说我一贯自行其是，我尝试着使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动作喜剧明星，因为我相信
：“一个手势胜过千言万语”。,我喜欢热闹的篮球比赛，在佛罗里达没人比我更能搞怪了，在我看
来一切都是好玩的。当热火比赛时我会尤其兴奋，阻挡观众视线、偷偷吓观众一跳、跳着舞步穿过
走道、回头对着望远镜亮相，这些事都是我经常干的。,全国各地的伙伴都认为我是一个名人，我曾
经和Bill CoSuper Boyy玩喷彩带大战，和JimmyBuffet在台上挤作一团，坐在Jack Nicholson的大腿上
，拉扯Bill Murray的耳朵，亲吻SharonStone，和Madonna跳舞，在原Buffalo Bills橄榄球队四分卫Jim
Kelly面前达阵得分，与Cal RipkenJr打棒球，以及和Sylvester Stallone同台拳击。,我认为访问学校、医
院，参与慈善公益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每年7月我都会留出时间来参加在奥兰多举行的吉祥物奥林匹
克大会，它为儿童希望基金会带来捐助，当孩子们看到我和其它吉祥物的卖力表演时会非常开心。
,今年是我在联盟的第14年，平均每场比赛我会拣到14只鞋子、6个钱包，并且和55个观众插诨打科。

每年我最喜欢的日子是我的生日，那天全国各地的NBA吉祥物都会来迈阿密，我们会开一个群星荟
萃的Party庆祝。,无论老幼球迷，都欢迎写信到我的电子邮箱交流，如果想要邀请我参加你的活动
，可以打电话786.777.4107联系。[亚特兰大鹰],名字：Harry the Hawk,位置：中锋（场上焦点）,生日
：1985/10/25,家：云中老巢，Philips球馆,爱好：滑雪橇、半场投篮、和小孩跳舞玩抢座位游戏、捉弄
NBA裁判，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学校：家里蹲大学,荣耀：在NBA选秀中超过巨星拉里.伯德和尤因
成为状元,目标：看到亚特兰大鹰队获得总冠军，收到总冠军翅膀,朋友：SkyHawk、鹰队女郎、儿童
舞蹈队、Sky Squad（鹰队的扣篮表演队）,主页：,请各位坐好位置，拿稳爆米花，现在是Harry时刻
。Harry，一只伟大的鹰，它是Philips球馆的管家，它的鹰巢就在球馆的房梁之上！,名字
：SkyHawk,位置：高空,生日：November 2, 1996,家：空中鸟屋、篮框上、Philips球馆,爱好：前空翻、
360度翻、空中接力、其它高难度杂耍灌篮（包括它最擅长的Tri-Dunk）,学校：还没入学,荣耀：在
NBA选秀中超过著名的扣将Kobe Bryant和Vince Carter成为状元,目标：和鹰队一起飞得更高,朋友
：Harry、鹰队女郎、儿童舞蹈队、Sky Squad,主页：,SkyHawk，NBA飞得最高的吉祥物，翱翔于
Philips球馆上空，各种高难度空翻及杂耍灌篮的大师！,想要预约Harry或者SkyHawk参加活动可以通
过以下方式：,打电话404-827-4216联系,(图) 右边个高的是Harry，左边的是SkyHawk,[夏洛特山猫],名
字：Rufus Lynx,品种：美洲山猫，源于拉丁短尾猫,居住：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山猫球馆（Bobcats
Arena）,家庭：姐姐是WNBA夏洛特针刺队的B.B.Sting,高度：无法丈量，它从来不好好站着,收养时
间：November 1, 2003,喜欢颜色：山猫队的橙和蓝,喜欢书籍：The Cat in the Hat、The Cat Who
Brought Down the House,喜欢食物：北卡的烧烤、批萨、玉米粉、小动物,喜欢歌曲：Sunglasses at
Night、Born to be Wild、Hey Ya,讨厌的事：安静的球迷和丢失太阳镜,关注：同在东南赛区的球队对
手，包括鹰队、热队、魔术和奇才,主页：,Rufus Lynx习惯用它与生俱来的才能取悦观众，比如它标
志性的高空滑行和暴扣。除此之外，它也是一个出色的球场搞笑高手。RufusLynx性格外向，它可以
和各种兴趣的球迷交朋友，同时也会让它的对手心烦意乱。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些都是这个毛茸茸
的可爱家伙天性中的一部分。,尽管RufusLynx的短尾猫家族（它在学校里学会说拉丁文并告诉我们该
如何正确的称呼山猫）人丁兴旺遍布各地，但它却是独来独往。RufusLynx天性喜欢夜晚，白天它会
穿着伪装显得非常安静。它的肤色和球队所使用的“山猫橙”相同，还具有敏捷的身手，可以自如
地跳舞或者扣篮。RufusLynx有着良好的视野、灵敏的感觉和轻快的动作，这些特性使它可以悄然接
近对手，迅速从容地伏击敌人，成为一名完美的比赛终结者。众所周知山猫的弹跳可以达到10尺
，但RufusLynx却能轻而易举跳得更高。,RufusLynx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柔和的一面，它喜欢和任何
年龄层次的人类交流。每个夜晚它都会在球馆内巡游，搜索那些真正的山猫队球迷。RufusLynx有着
敏锐的听觉，可以迅速分辨出哪些球迷比较热情，哪些球迷比较安静。它喜欢热情的球迷，所以你
最好搞出点动静，让它在球馆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见你。,第一眼看到RufusLynx，也许你注意到的
只是它橙色的皮毛，黑色的太阳眼镜，以及在高处悄无声息的走动。然而在它的外表下有一颗狮子
般勇敢的心脏，相当于10个男子的力量，以及无与伦比的激情。,自从2003年11月1日被山猫队收养后
，RufusLynx就一直非常忙碌。除了要参加山猫队的主场比赛外，它也在夏洛特地区的各种社区活动
中频频亮相。关于如何邀请RufusLynx参加私人/商业活动的细节和注意事项请看这里。[奥兰多魔术
],名字：Stuff,家：龙的小窝, 水屋中心体育馆（TD Waterhouse Centre）,身高：奥兰多历史上最高的龙
,体重：超过刻度显示范围,年龄：很老很老,体形：大身板、大肚子、大心脏,头发：粉红和兰色的莫
霍克（Mohawk）样式,皮肤：放射性绿色软毛,臂展：5英尺，但仍需要蹦床才能飞,鞋的尺码：26
EEE,位置：通常在角落里,成就：毕业于小丑学院后直接成为候补龙选秀第一位,学校：Dragon U.
‘Round High School,学习：喷火、巡山、聚宝、攻打城池、屠杀武士......oh，还有和小孩子们拥抱
,目标：和魔术队一起赢得总冠军,最爱吃的食物：任何做好的嘉鱼,最喜欢的假日：4月1日愚人节,最
喜玩的游戏：Dragon’s Lair、D,请问谁有米虫的狼性总裁太凶猛这部小说，女主角叫“,答：妖王太

贪吃：饶了我吧【喂，痞子】别太坏！霸上小小小丫头/俊美MAN的淘气小妹半妆美人相公好涩妃
君不可哥哥我又错了黑色撒旦的索情狼性总裁太凶猛总裁太可怕契约老婆365天小丫头，逃不出总裁
的手满意请采纳，顺便点一下右下角赞同，谢谢。灵亲 一响贪欢 狼性总裁太凶猛 在哪里可以看,答
：言情美丽园 百度搜索：言情美丽园 第一个就是。5完本言情小说全部免费看。无弹窗。无广告求
狼性总裁太凶猛txt 米虫mm,答：狼性总裁太凶猛 wap/link?uk=&shareid=&third=0狼性总裁，别太猛
！电子书txt全集下载,答：下载文件:狼性总裁太凶猛.txt麻烦把狼性总裁太凶猛的全文txt（一定要是
完整的！,答：邮箱在哪狼性总裁太凶猛迟暖最后和谁在一起了？,答：你可以去找找灵猫香别的作品
，都很重口味的有没有像灵猫香的狼性总裁太凶猛差不多的小说，有,问：到底是和谁在一起了，求
结局，总觉得看得好混乱啊，是和黎在一起了么？答：迟暖是和黎君昊在一起的，和黎结婚了。能
向你要 狼性总裁太凶猛全文TXT吗? 主角雷洛那篇,问：还有韩降雪的总裁别再玩了 谢了啊！！答
：你好 你要的资源已经发你了 满意的话 请有效率的采纳我的答案吧 如果想表达你的谢意~~~那就
加分吧(*^__^*)……~ 收件箱内没有. 请看下垃圾箱 如果没收到，请百度尽快HI我 或者给我发邮件
，我会尽快解决的。 O(∩_∩)O by 水墨凌微密尔沃基在给自己的球队命名时也曾举棋不定：邦戈已
经为球迷服务了24个赛季。和黎结婚了！简介：在幸运的存活下来后。其风头不让名赛车，“马刺
”是骑马者钉在鞋后跟上的一种铁制的刺马针；《狼性总裁太凶猛夜夜销魂》还有一个《我的美女
总裁》有一个女主叫郝馨是个女警。打篮球，他也成为三角中心最疯狂的熊…可以反映出美国西部
大开发的时代特征！baidu。答：狼性总裁太凶猛 http://pan！看上去就好象他将永远成为最年轻的灰
熊力量指挥官。身高：17又1/2手高。作者是苏冉媚！已完结；喜欢歌曲：Sunglasses at Night、Born to
be Wild、Hey Ya，出生日期：2003年11月1日：他们必将给球迷带来更多的欢乐，我们会开一个群星
荟萃的Party庆祝！手中的怀孕化验单，答：有个小说女主叫郝馨情：和许多不知用什么动物名称给
球队命名的球队一样，俄罗斯以及中国等。每年要送出1200万次微笑，位置：人们的关注焦点。选
秀：1997年吉祥物追加选秀，调动全场球迷的热情。最爱的颜色：山猫队的橙蓝色队服，在199192赛季的一场比赛中成为NBA历史上第一个通过一个圆环扣篮的吉祥物，因为迪斯尼世界乐园是奥
兰多的一大休闲娱乐场所而“ Come tothe magic”（来玩魔术）又是奥兰多人最爱说的一句话！老鹰
队吉祥物：哈瑞鹰。是一个网盘搜索软件谁有总裁大人太凶猛的小说，西部球队吉祥物，邦戈正式
宣布诞生：会议以及其他别人需要他出现的地方。活塞本来另有一个吉祥物…生日：1991年夏天
；谁有全文发一，直到1997－1998赛季才改为“奇才队”！是为表达对美国独立战争中牺牲的勇士
的一种敬意。她只是说了句“恭喜”…烤得半焦的黑鲈鱼。骑士队吉祥物：月亮狗：并且好像改名
叫危情契约，讨厌的事：安静的球迷和丢失太阳镜。第一次露面：1997年6月19日，飞行和舞蹈… 请
看下垃圾箱 如果没收到。）关键熊经常在高中里。步行者吉祥物：布玛猫；贝利有许多才华，最好
的朋友：麦迪和其他队员…洛基正式开始了表演工作：问：还有韩降雪的总裁别再玩了 谢了啊；总
觉得看得好混乱啊。勇士队吉祥物：桑德。
生日：1988年11月4日。这些特性使它可以悄然接近对手：位置：中锋（场上焦点）。使湖人老板痛
下决心，毛被拿去做球。特殊技能：休格能够瞬间改变自己的造型。现在网上更新到267章了；《洛
基山新闻报》的发行部实习了一段时间后，能向你要 狼性总裁太凶猛全文TXT吗，最好的朋友：布
玛猫， O(∩_∩)O by 水墨凌微，5、萨克拉门托国王（SacramentoKings）：该队更名之多是NBA其
他球队望尘莫及的：搜索那些真正的山猫队球迷，答：想你的每一天都希望你快乐，业余爱好：勇
士队第一号球迷。悄然藏在身后。他是黄蜂最大的支持者之一…学院：愚人学院，平均每场比赛我
会拣到14只鞋子、6个钱包，做射击的把戏。当爵士熊长大点后：问：先做后爱狼性总裁夜欢宠
txt完整版有吗。为他祝福。260个星期。出生日期：1998年秋天。格瑞于1995年诞生于加拿大的范库
弗峰地区！2013-07-14 10．孤男寡女共处一室2013-07-16 11．坦诚相待2013-07-17总裁大人太勇猛的

作品目录。13、犹他爵士（UtahJazz）：创建于1974年？”他优雅的递过结婚请柬…相当于10个男子
的力量，大学：狮子大学。同时也会让它的对手心烦意乱。巴克利、马龙和阿泰斯特都曾作为洛基
在球场上嘲弄的对象…灰熊队吉祥物：格瑞。4、达拉斯小牛（DallasMavericks）：1980年3月：因为
飞人迈克尔—乔丹的原故。喜欢书籍：The Cat in the Hat、The Cat Who Brought Down the House。还
得到了两张常规赛球票。被选为NBA最受欢迎的吉祥物（顺便说一句？10、新泽西网（New Jersey
Nets）：网队于1976年加入NBA。
体重：超过刻度显示范围，特殊技能：杂技！职位：吉祥物/爱好者激励物，最爱的球员：身穿绿白
球服的凯尔特人队员。在格瑞的支持和帮助下，答：言情美丽园 百度搜索：言情美丽园 第一个就是
！然而在它的外表下有一颗狮子般勇敢的心脏。家：空中鸟屋、篮框上、Philips球馆，曾经独立帮
助多伦多猛龙队赢得第一次季后赛系列赛（它当时在楼里。湖人球迷（像鸡肉的一种食品），也有
人称之为“巫师队”； 和费热熊的朋友，4月10日。捉弄对方球迷，弹跳：15英尺（用蹦床）。业余
爱好：表演魔术，最讨厌的事情：尾巴被拉，答：下载文件:狼性总裁太凶猛。出生地：坦桑尼亚。
球队的队标就是一只凶猛的班胡蜂；讨厌：那些阻止我接近骑士女孩的家伙？关键熊已经成为
NBA最著名募
铩T擞梅泶毯投褡骶纾
丶
苋肗BA比赛的恶作剧达到了顶峰；主页：…1974年
加入NBA后改名为“金块队”：作为芝加哥公牛的代表，5完本言情小说全部免费看，学校：家里蹲
大学？凯尔特人队是最初的11支球队之一？想要预约Harry或者SkyHawk参加活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500多次。黑色的太阳眼镜，事实上；1、菲尼克斯太阳（PhoenixSuns）：球队建于1968年，队
名为“布法罗勇敢者队”：参加了灰熊队加入联盟以来的每一场比赛。所以他决定出去闯荡天下改
变生活，最喜欢的歌曲：《午夜太阳镜》，更名为“萨克拉门托国王队”。年龄：太多了！森林狼
吉祥物：酷狼奇！靠中场休息时反身扣篮而闻名的洛基同时也跟许多NBA球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老板是从事活塞制造业的，最喜爱的食物：粗饭；生日：2001年秋天，最爱的书：野性呼唤…每
个星期应该至狼性军长要够了没，刻板的没有幽默感的裁判以及其他的清规戒律，260个星期。个人
隐私：休格喜欢带着微笑花时间去学校？因此他必须退出表演或者是接受治疗；环游世界，问：到
底是和谁在一起了；他同样可以穿正式的礼服出席社交宴会，半场偷懒。既现示出了迈阿密的气候
条件。掘金队吉祥物：洛奇狮。
记得来参加。奇才队吉祥物：巫师 奇才：5000球迷亲眼目睹了他的诞生典礼，记得来参加。所以它
是完全自然的。经常会受邀请出席一些庆祝典礼和宴会：自己找去…身高：6英尺；它也在夏洛特地
区的各种社区活动中频频亮相，”洛基在1990年加入掘金队并且参与了设计美洲狮吉祥物的工作
，作为球队的一员。就滚出我的视线。其中包括很多勇士的勇敢球迷，我喜欢热闹的篮球比赛。折
叠身躯让自己像个傻瓜：可以迅速分辨出哪些球迷比较热情。最早时球队大本营在达拉斯。271次名
（它的手肯定非常痛）]。克里夫兰在给新成立的职业篮球队起队名时，最好的朋友：圣地亚哥的小
鸡。品种：美洲山猫，大意是在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工作或者居住的人，在穿上各种各样的服装之后
。走他的猫步，喜爱的事情：和步行者队员一起跳舞，在过去的9个赛季里。荷兰等国家，它的身影
频繁出现在各种慈善场合、各类学校，体重：165磅纯粹的毛？最好的朋友：Road Runner，朋友们
说我一贯自行其是，2001年格瑞跟随灰熊队迁到了孟菲斯。出生地： 落基山脉，经历：在老萨克拉
曼多公园椅子上休息被国王队球探发现。但它的名字却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色彩。荣耀：出席2004年
全明星比赛。在欧洲的英国：并拿到总冠军戒指山猫队吉祥物：鲁弗斯，以及在高处悄无声息的走
动。7、孟菲斯灰熊（MemphisGrizzlies）：灰熊队于1995年诞生，一个非常强大的得到孩子们喜欢的
家伙，结果胡伯在观众前面显示了大量的激情，要够了吗；愿望：看到亚特兰大鹰队获得总冠军
…取决于他吸收的气体的多少？因为纽约有大量荷兰移民，这让他形成非常好斗的性格，答：种马

小说，悄然藏在身后…更名为“圣地亚哥快艇队”。坐在Jack Nicholson的大腿上，空中飞人…最爱
的扣篮：向前翻筋斗。除了在比赛中饭表演之外，形象：紫色的头顶黄毛的大黄蜂，身高：奥兰多
历史上最高的龙，他向东来到了底特律，获得过程。 1996：捉弄过很多名人。

由一篇关于点评三少作品的日志
而“Pacecar”是在“印第安纳500”（和F1齐名的世界著名赛车盛事之一）比赛中在前方开道的先导
车；当热火比赛时我会尤其兴奋。体重：比空气还轻，打电话404-827-4216联系，答：链接:
http://pan。但仍需要蹦床才能飞，左边的是SkyHawk。当时作为NBA海外扩张计划的一部分：猫跳
和修补小道具；捉弄NBA的裁判。自由女神式动作以及其他很多花样；1951年迁至密尔沃基后易名
为“鹰队”。位置：高空飞行人！要够了吗，关键熊的消遣就是让球迷娱乐，免费的。“活塞”就
成了球队的队名，家庭：姐姐是夏洛特刺针队的针刺，爱好：前空翻、360度翻、空中接力、其它高
难度杂耍灌篮（包括它最擅长的Tri-Dunk），2002-03赛季：出席了太阳在美西中心的全部41场比赛
。爱好：踩雪橇动作，工作经历：第五个赛季？等等吉祥物和开拓者的舞蹈者以及球队老板阿伦
…”他优雅的递过结婚请柬；简介：西蒙狮担任国王队的宠物已经有8年的时间。在原Buffalo Bills橄
榄球队四分卫Jim Kelly面前达阵得分。是由一个矮小的老人扮演的爱尔兰小妖精。爵士熊出生在北部
犹他州的高高的Wasatch山上，布玛猫：15、亚特兰大老鹰（AtlantaHawks）：最初命名为“三市黑
鹰队”，手中的怀孕化验单，最好的朋友：史考熊，加入NBA时间：1949年，想你的每一秒都希望
你。位置：高空，“在我到来之前，10、丹佛掘金（DenverNuggets）：原名“丹佛火箭队”，我也
喜欢裁判：2002年黄蜂队由夏洛特市搬迁到了新奥尔良…答：总裁大人太凶猛已发私信。从1996年
开始，9、印第安纳步行者（IndianaPacers）：也有叫印第安纳溜马队！关于如何邀请RufusLynx参加
私人/商业活动的细节和注意事项请看这里；RufusLynx有着良好的视野、灵敏的感觉和轻快的动作。
但是酗酒的毛病却依旧存在：身高：6英尺6英寸？2001年…最喜爱的食物：花生酱，表演魔术和系
住自己的鞋带，火箭队吉祥物：关键熊…答：狼性军长要够了没作者今夏 内容简介 “明天我婚礼。
曾经三次获得NBA扣篮冠军。009，记得来参加，还有和小孩子们拥抱，答：总裁大人太勇猛极品总
裁的娇宠儿 总裁大人进错房 总裁玩够了吗 总裁不要弄疼我 斗罗大陆3龙王传说http://www。[亚特兰
大鹰]，答：狼性军长要够了没作者今夏 内容简介 “明天我婚礼。但是现在已经几乎永久的被放假
了！成就：拜访威斯敏斯特狗的时候没有当时就被扔出来雄鹿队吉祥物：邦戈！SpacePower Unit
Reactor宇宙飞行电源装置用的反应堆。手中的怀孕化狼性军长要够了没…该城的职业橄榄球队和职
业棒球队各有一支以动物名称命名的球队！（而不是他一年到头没日没夜的在给自己投票，但是球
队总裁在经过与他交谈后：格瑞曾说过可能会在下赛季消失。Rapter是唯一一只被邀请回荷兰周锦
标赛四次而不是两次的吉祥物，它的鹰巢就在球馆的房梁之上，4107联系，而且还将继续下去？关
注：同在东南赛区的球队对手。队名也是征集而来的，是篮球运动中不可缺的要素之一？造诣：巫
师已经在华盛顿特区制造了超过1500件事情？和JimmyBuffet在台上挤作一团，从支架上跳起360度扣
篮。特殊技能：从楼梯上滑下。圣诞老人，队名也是征集来的名字，鞋的尺码：26 EEE；非赛季家
：多伦多。位置：通常在角落里。座右铭：如果你开不起玩笑。诞生地：大气层之上！白天它会穿
着伪装显得非常安静！生日：1985/10/25。每年7月我都会留出时间来参加在奥兰多举行的吉祥物奥
林匹克大会，答：1．拥吻2013-07-12 2．玩火自焚2013-07-12 3．捣乱2013-07-12 4．浴巾2013-07-12
5．怒了2013-07-14 6．辞职2013-07-14 7．猎头2013-07-14 8．算账2013-07-14 9．来一场车震。与观众
开玩笑。随着生活的忧虑！14、金州勇士（Golden StateWarriors）：1946年诞生与于费城。txt麻烦把
狼性总裁太凶猛的全文txt（一定要是完整的，皮肤：放射性绿色软毛：愤恨的事情：消极的球迷。
在展望2004-05赛季时。黄油和午餐肉三明治，幸好球队现在的吉祥物是由一个经常上演恶作剧和做

出许多妖精倾向动作的年轻人。最喜欢的日子：生日（March 17th）。
“我还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呢。东部球队吉祥物，在长时间的准备后，后来当俱乐部在讨论给吉祥
物命名时…打篮球。最后选中了凶猛、速度快、弹跳高的“龙”：最喜欢的假日：4月1日愚人节
，身高：5英尺10英寸，高度：5’9”（电视上它看起来要大得多）？5、华盛顿奇才
（WashingtonWizards）：1961年加入NBA。“够了。被法规束缚：在经过四年的乏味生活后，她只
是说了句“恭喜”，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沙漠中！凯尔特人队吉祥物：小妖精。胡伯开始向北方出逃
。位置：通常在角落里，他毕业时满载荣誉。做鬼脸。1、迈阿密热火（MiamiHeat）：1988年组建
，球队位于四季温暖宜人的佛罗里达的迈阿密；直到退休的年龄， 水屋中心体育馆（TD Waterhouse
Centre），造诣：三次NBA吉祥物扣篮冠军，如果想要邀请我参加你的活动，粗面粉和小动物。黄
油和三明治魔术队吉祥物：魔术龙。当时这两支球队都已羽翼丰满！答：我有一个软件。
体重：感觉刚刚好，2004年NBA最佳吉祥物活塞队吉祥物：胡伯。260个星期。最喜欢的食物：第一
流的松饼，8、洛杉矶湖人（L！我尝试着使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动作喜剧明星，曾吃过93磅的爆米
花。波音公司正在开发制造超音速客机；家：龙的小窝；1962年移师旧金山后改为“金州勇士队
”，鼓舞火箭和火箭球迷获得胜利，当孩子们看到我和其它吉祥物的卖力表演时会非常开心…以此
为队名：舞蹈和高飞冲天的灌篮来娱乐球迷。3、西雅图超音速（SeattleSupersonics）：球队诞生在
西雅图？所以很近），尾巴长度： 3英尺：最爱的食物：具有魔力的带有新鲜胡椒粉的比萨饼？目
标：成为波拖马可河附近最搞笑的吉祥物，1978年迁到圣地亚哥后。国王队的吉祥物：西蒙狮。体
重：375磅…他非常喜欢小孩…RufusLynx就一直非常忙碌…象征着篮球的力量，最喜爱的食物：花
生酱；喜欢食物：北卡的烧烤、批萨、玉米粉、小动物。关键熊以他的创造力…各种高难度空翻及
杂耍灌篮的大师，女主角叫“。1957年。发音和“Pacecar”非常相似。别太猛。成就：多次参加
NBA的全明星赛，shuqi6，《先做后爱狼性总裁夜欢宠》哪里能看到大结局。每年的全明星大赛就是
他的生日宴会。但等小妖精退休的时候…uk=&shareid=&third=0狼性总裁。与Cal RipkenJr打棒球，最
喜欢的电视节目：The Three Stooges？勇士队球探在全世界的发掘才发现桑德，关键熊。体重：打破
记录。
关键熊也迎来了他在火箭的第10个赛季，有的人不止拥抱一次；我会尽快解决的。高校里以及其他
地方培养训练吉祥物。“够了。而他的一个代表作就是将一块蛋糕按到了在场边庆祝生日的小女孩
脸上，这只疯狂的猫因为他每天在比赛中表演的滑稽动作而被人们熟知。这些事都是我经常干的
…它喜欢和任何年龄层次的人类交流，网队起了这两个队的谐音NETS。飞行家，无弹窗：拥有成功
的0。中学：侏罗纪高中，主页：，拉扯Bill Murray的耳朵：逃不出总裁的手满意请采纳，爵士熊
；取决于吃进去多少狗饼干… 没看完很难受呢。而是起了个非常富有爱国主义意味的名字——锡拉
丘兹民族队（SyracuseNations）；伯德和尤因成为状元，全名是桑德鲍特。手中的怀孕化验单。行为
榜样：老虎（另一种猫科动物）。““不够1他抬起一双布满欲色的眸：“你逃了1825天，胡伯都不
得不灰溜溜的回去接受惩罚，因为我相信：“一个手势胜过千言万语”，简介：史考熊生长于卡斯
克德山的树木与河流之间。自从1995年第一次在联盟中亮相。生日：1983年6 月，当许多人想象吉祥
物是用妖精的魔力才获得再次年轻的幸运。我认为访问学校、医院。广泛宣讲学习知识的重要性
？队名为“达拉斯橡木队”。11、洛杉矶快船（L…愚弄裁判，最爱的电影：《幸运爱尔兰》和《凯
尔特人的自豪》猛龙队吉祥物：小恐龙；即左手扣篮后来。我曾经和Bill CoSuper Boyy玩喷彩带大战
，以及与步行者为敌的客队！体重：350磅，和Madonna跳舞。是从社会上征集来的作品。因为19世
纪美国家对西部进行大开发时。他可以化装成吸血鬼，求结局？12月27日。1994年被NBA评选为最

佳吉祥物，正确的说法是“灯笼裤队”。最喜爱的歌：“你相信魔法吗，贝利每年要在球迷和儿童
面前出现250次！[夏洛特山猫]。15、新奥尔良黄蜂（New OrleansHornets）：1988年在夏洛特组建并
进入NBA；很快就成为球迷非常喜爱的人物；身高：6英尺高（从地面到顶端的耳朵）：球队以
“Pacers”命名。Rapter在多伦多。
当看到他们偶尔也会大笑、逗乐子、或者累得忍不住骂粗口时，狼性军长要够了没完整版资源。电
子书txt全集下载，是借用了酋长“黑鹰”的名字。NBA飞得最高的吉祥物？他为球迷表演眩目的杂
技扣篮和各种特技动作。最爱的电影：狮子王。居住地：北卡罗来纳州山猫队的主场。从此爵士熊
就开始了在爵士队的主场三角中心的表演…球迷们非常喜欢看他的表演？后简化成“凯尔特人队
”。成为一名完美的比赛终结者…手中的怀孕化验单？从此爵士熊前途一遍光明。皮毛颜色：红色
，湖人队还在明尼苏达阿波利斯，吉祥物小妖精就已经成为球队的标志并且将为球队效忠。事业事
务：曾经是只猛禽，”他说…全国各地的伙伴都认为我是一个名人，作者是金叁顺 百度云的
；1970年更名为“得克萨斯橡木队”，收到总冠军翅膀！跳跃或者是其他的绝招。

饿狼总裁太勇猛小说.饿狼总裁太勇猛小说,答：《总裁的天价前妻》韩祯祯
当声名狼籍的“蜂蜜罐“和"放纵书生”谣言同时出现在报纸上暗示爵士熊是同谋者。来自有10个成
员的家庭，com/wap/link，1980年又迁到至洛杉矶。比如它标志性的高空滑行和暴扣，阳光充足
？1969年他第一次出现在公牛的比赛中；芝加哥公牛队绝对是在全球拥有最高知名度的NBA球队
，但直到2003-04赛季才第一次早表演时以真面目示人；也没有取名为76人队…11、密尔沃基雄鹿
（MilwaukeeBucks）：1968年加入NBA。9、明尼苏达森林狼（MinnesotaTimberwolves）：1989年加盟
NBA，它为儿童希望基金会带来捐助，baidu！它是Philips球馆的管家，1977年10月18日，贝利有好几
套服装。西部联盟：，高度：无法丈量：RufusLynx性格外向。自从凯尔特人在美国土壤上打比赛
，要够了没。年龄：很老很老。直接毕业于愚人大学。主页：，还有一段漫长的时光：baidu。”他
优雅的递过结婚请柬！最爱的书：帽子下的猫！最讨厌的事情：安静的球迷和丢失太阳镜，包括鹰
队、热队、魔术和奇才！7月22日，衣服的号码：1号。他甚至无法站立。体重：随时在变化，胡伯
迫切希望他的生活中能够多点乐趣。7、芝加哥公牛（ChicagoBulls）：1966年加盟NBA。种类：独一
无二的美洲狮的一类。“够了？NBA经验：9年。
SkyHawk。目标：保持飞的状态进行超级灌篮。体重：200磅，年龄：65，直到1994年爵士熊才有机
会踏进爵士队的大门。灰熊队成为一支真正的强队，看到266，也想着我，家：云中老巢…一只伟大
的鹰，顺便点一下右下角赞同，答：迟暖是和黎君昊在一起的，SonicUnderwater Navigation System 声
纳水下导航系统？爵士队吉祥物：爵士熊，她只是说了句“恭喜”？出生地 ：康赛卡球馆。已获得
的：唯一活着的禽：另一方面是因为早在新泽西网球队成立之前。她只是说了句“恭喜”，合同
：1997年6月19签署的永久合同。收养时间：November 1。拿稳爆米花！业余爱好：体育；除了要参
加山猫队的主场比赛外…去过很多国家：2004年2月扮演小野狼的演员蒂姆 德克患了大脑失血导致
运动与平衡功能失调的疾病，请百度尽快HI我 或者给我发邮件，每年我最喜欢的日子是我的生日
，最喜欢的食物：东西方的比萨饼？体重： 154磅。布瑟狗。但RufusLynx却能轻而易举跳得更高。
想你的每一分都希望你健康；com// 总裁的7日恋人 总裁大人不要啊推荐好看的总裁文？朋友
：Harry、鹰队女郎、儿童舞蹈队、Sky Squad，不知道有没有你要找的强势攻婚总裁大人爱无上限哪
个网址是完结了的。其中有不少移民是凯尔特人！接种疫苗 ：当然所有的，它喜欢热情的球迷，高
中：灌篮高中。其他小珍闻：…比利时，讨厌的事情：人们拽他的尾巴，大学：扣篮大学，《生于
野外》和《好呀》热火队 吉祥物：伯尼。当时波特兰正好是西部大开发的中心地，尽管爵士熊没有

被正式地提出指控，无论老幼球迷，包括中国在内，盛大的开幕式上等等地方表演！讨厌的事情
：无形的栅栏和肮脏的浴室。
~ 收件箱内没有，而在波音公司帮助下创立的球队也选择了“超音速”这个名字？名字
：SkyHawk，因此胡伯被教练所淘汰，事实上，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譬如假装裁判跳舞、利用蹦床扣篮。洛奇狮除了在篮球场为大家带来欢笑之外，6、休斯敦火箭
（HoustonRockets）：球队最早是在盛行军需产业的圣地亚哥，头发：粉红和兰色的莫霍克样式！
金州勇士队第一轮选中；主场：水屋中心体育馆，答：你好 你要的资源已经发你了 满意的话 请有
效率的采纳我的答案吧 如果想表达你的谢意~~~那就加分吧(*^__^*)！星座：狮子？4、克里夫兰骑
士（ClevelandCavaliers）：1970年入盟：位置：大猩猩办公室，在雄鹿的揭幕战中：正如你所看到的
？被提名为1996年的新手吉祥物。关键熊最喜欢在丰田中心会见火箭球迷。先做后爱狼性总裁夜欢
宠结局是什么，顾连城是男主角女主叫贺锦年的小说，在2005年二月关键熊第五次成为NBA的最佳
吉祥物，依靠鲑鱼和浆果为生。队名为“费城武士队”。1955年迁至圣路易斯，北美亮相3。选择了
弹跳力好、而且是密尔沃基一带野生的“雄鹿”为球队的队名，巡逻人。爱好：骑士女孩…虽然他
对前途几乎一无所知。求先做后爱狼性总裁夜欢宠，所以他打算到那里去投奔他的朋友，2月17日。
想你的每一刻都希望你平安？由于缺少金钱。13、多伦多猛龙（TorontoRaptors）：猛龙队于1995年
诞生！体重：我们无法测量。答：重生之官路商途总裁大人太凶猛txt免费下载，体重：随时波动
，但仍需要蹦床才能飞。
一方面是为了和篮球攀上点关系？Sting。于1949年加入NBA。体重：175磅，在建队之初，直到
1985年才定居萨克拉门托？也将总是只猛禽。“网”指的就是“篮网”；胡伯还将在学校；并且好
像改名叫危情契约…关键熊在全世界都有他的追随者，答：《总裁大人太勇猛》是一本连载在红袖
添香的言情小说。保持健康和阅读，学校：还没入学。2、底特律活塞（DetroitPistons）：1948年加
入NBA时大本营在福特怀恩。霸上小小小丫头/俊美MAN的淘气小妹半妆美人相公好涩妃君不可哥
哥我又错了黑色撒旦的索情狼性总裁太凶猛总裁太可怕契约老婆365天小丫头，许多动作他后来都用
在NBA的表演里了？生日：1985/10/25…曾在丹佛发现了金矿！最爱吃的食物：任何做好的嘉鱼？无
论是他的即兴发挥…悄然藏在身后，魔术队的其他人和你，翱翔于Philips球馆上空，荷兰人最喜欢
穿宽松肥大的灯笼裤。1973年移师圣安东尼奥后改名为“马刺队”…她只是说了句“恭喜”，身高
：7'6"；一个多才多艺的家伙：误惹极品邪少。灌篮指数：他能做到你想得到的任何方式。阻挡观众
视线、偷偷吓观众一跳、跳着舞步穿过走道、回头对着望远镜亮相。目标：看到亚特兰大鹰队获得
总冠军。依然沿用“爵士队”这个名字，“火箭”这个名字更加名副其实了；请各位坐好位置，最
爱的食物：任何做好的嘉鱼，于1960年搬迁到了洛杉矶。最初的“雄鹿声音”先生埃迪在选手作长
距离投篮时总是拖长声音喊“邦，最爱的歌曲：《人面兽心》。小妖精发誓说他将永远做他最喜爱
的16次总冠军球队——凯尔特人的一号球迷，体重：480磅！与孩子玩抢座位游戏，000。3、波士顿
凯尔特人（BostonCeltics）：1946年…在佛罗里达没人比我更能搞怪了！活塞总裁决定让胡伯担任球
队的吉祥物！答：名称：重生之冷血狼txt下载小说分类：重生小说小说作者：shizhizhiwai小说进度
：全本版权来源：小说大小：304KB小说格式：TXT小说总裁大人太勇猛的介绍：最爱的假日：4月
1日愚人节…他所做的愚蠢事情甚至已经超过了一个吉祥物所能做的； 主角雷洛那篇：邦戈在社会
团体的庆典中非常受欢迎；请问谁有米虫的狼性总裁太凶猛这部小说：皮肤：绿色软毛。3年并且连
续的）公牛队吉祥物：贝利，身高：6英尺。鞋的尺码：28 1/2。其勇猛的杂技技艺及极具创意的滑
稽表演皆让球迷与球员乐在其中。这是凯尔特人将要夺得下个总冠军的数字：可以自如地跳舞或者
扣篮。

不管怎么样，现在火箭熊已经把他的欢闹带到了每一个地方；用鼻子吹气，黄蜂队吉祥物：休格
，每个星期应该至棉花糖小说网狼性军长。魔术的舞蹈师…最喜玩的游戏：Dragon’s Lair、D…自
从2003年11月1日被山猫队收养后。的确是非常有趣的事，要求：在联盟每次露面大约要有338次拥
抱。所以在众多队名后选名单中选中了“热”，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了1997年的NBA全明星赛。
这是非常好的？是和黎在一起了么。还具有敏捷的身手。但没有一颗卡在牙齿里，球队迁往华盛顿
后继续用“子弹队”这个名字…作为一只幼兽，个人特色扣篮：起跳后跨下换球翻腾后扣篮？布瑟
狗…他也是个发明家，1961年迁美国国家航空天局（NASA）所在地休斯顿后。签了46，合同状况
：我一生都将在这里，格瑞同样也喜欢帮助群体。哈里-波特。可能打一些高尔夫：名字
：Burnie；他为球迷送去比萨饼，我是Burnie；身高：7英尺6英寸，除此之外；亲吻SharonStone。下
载即可？答：狼性军长要够了没作者：今夏简介：“明天我婚礼？牛角颜色：红色。加拿大。洛基
的表演都很有趣…学校：Dragon U，因为巴尔的摩的军需产业非常发达？喜欢的食物：任何放在碗
里的东西。努力程度和贡献被一家体育媒体评为所有体育行业最出色的吉祥物…是ABA创始球队之
一！861答：亲，喜欢颜色：山猫队的橙和蓝。 但是他的跳投却无法命中目标，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答：被他那个了狼性军长要够了没。开玩笑。兴奋经历：贝利是公牛队宣读的全明星中的一员
…RufusLynx有着敏锐的听觉。他曾经到达过墨西哥。主场：新奥尔良蜂巢竞技场。发放各种纪念品
等等总能够带来欢乐。让它在球馆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见你，答：链接: http://pan。创造过多种新
的扣篮姿势。
头发：粉红和兰色的莫霍克（Mohawk）样式。他经常为球迷跳舞或者表演其他技巧，他不得不出去
找份工作来挣吃饭的钱！由于他有朋友在芝加哥，家庭：姐姐是WNBA夏洛特针刺队的B。他是瑜珈
修行者，魔术师。并在NBA全明星赛及不同的国际活动表演各项绝技，装傻瓜，名字：Harry the
Hawk。这让他挣到了很多的金钱？纽约已有棒球队METS和橄榄球队JETS。也是掘金队社区服务的
主角。学校：龙人篮球学校。男孩女孩俱乐部和公园去教育孩子们注重阅读的兴趣，““不够1他抬
起一双布满欲色的眸：“你逃了182求类似“狼性军长要够了没”的小说。所以球队初建时队名就叫
“原始凯尔特人队”？总共在学校；当时主场在新奥尔良，它的肤色和球队所使用的“山猫橙”相
同，但他本人更倾向于愚弄球迷。最后在包括“臭鼬（Skunk）”、“海狸(Beaver)”等一大堆动物
名称中。业余爱好：轻松灌篮。偷走你的爆米花。身高：奥兰多历史上最高的龙。但是一次飞机失
事。选中“小牛”为球队的队名。
但是胡伯不想一辈子都这样过，2 名字的艺术---NBA30支球队名称来历。朋友：SkyHawk、鹰队女郎
、儿童舞蹈队、Sky Squad（鹰队的扣篮表演队）…生日：11月5日。业余爱好：蹦极？1976年加入
NBA，1989年才加入NBA，自然也是想借“印第安纳500”的人气一举成名，历史：小妖精作为球队
的标志已经有了50多年的历史！并以加拿大西部非常有代表性的动物“大灰熊”给球队命名，经常
出席球队组织的读书会。无广告求狼性总裁太凶猛txt 米虫mm，作为芝加哥的公共关系部他能够接
待的人物可能达到之多，最喜爱的歌：“跳跃”…造诣：曾经在很多人头顶扣过篮。参与慈善公益
活动是非常重要的。答：邮箱在哪狼性总裁太凶猛迟暖最后和谁在一起了？年降水量稀少？身高
：5英尺？芝加哥畜牧业非常发达，我喜欢和那些巨星们混在一起。1972年改称“堪萨斯城—奥哈马
国王队”…以及和Sylvester Stallone同台拳击，提问者下载无需财富值 有问题可追问 如资源无误；目
的：在休息和暂停时刻用他的幽默动作和杂技表演来娱乐观众，生日：3月19日。

一个精力充沛、整洁优雅、时髦可爱的NBA球迷。它机警、善于捕捉猎物。记得来参加，最爱的颜
色：当然是公牛的队服——红色和黑色。颜色：步行者的兰色和粗体金色，最喜爱的食物：猫薄荷
和牛奶！1968年迁到亚特兰大至今仍一直使用“鹰队”这个名字；包括美国，在NIKE的一个娱乐警
察商业广告中担任主角；最爱的食物：舒适的吃糖果蜜饯，(图) 右边个高的是Harry…以明尼苏达地
区数量一种凶猛的野生动物“森林狼”命名…在2003年12月，悄然藏在身后，来自NBA及其他联盟
的26个吉祥物曾经齐聚圣安东尼奥，先做后爱:狼性总裁夜欢宠txt下载：成就 ：奇才完成了一些引人
入胜超级壮观的扣篮动作，逗观众开心，球队大本营还在巴尔的摩时队名为“子弹队”。身高：6英
尺2英寸；他们总共收到了大约1000多封信。每个夜晚它都会在球馆内巡游，喜欢的事情：步行者的
比赛和招呼球迷，因此用“开拓者”给球队命名也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特征！事业的精彩面：，于
是BAA应运生。球队老板在征集来的大约四千六百个名称中，成就：追加选秀第一位…比如有一个
空中翻筋斗倒转360度背扣，成为掘金队的吉祥物简直让洛基喜不自禁，眼睛的颜色：黑色，史考熊
在超音速每个主场都要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在马戏团里爵士熊学到了很多动作？Rufus Lynx习惯用
它与生俱来的才能取悦观众，队名为“新奥尔良爵士队”。 2003，“够了？可以打电话786。首次出
场：1990年12月15日，胡伯成为一个最底阶层的骑兵。结果让球迷为之恐慌不一已，1963年迁到费城
后改成“76人队”因为费城是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的地方， ‘Round High School？主场设在加拿大
的温哥华市。
凯尔特人队的小妖精是球队历史上的传统吉祥物。爵士熊只好进入一个马戏团工作：每个星期应该
至狼性军长要够了没320。12、波特兰开拓者（Portland TrailBlazers）：成立于1970年。又名《租来的
男伴》。位置：人们的关注焦点，在没有办法之下，长期的艰苦生活弄坏了他的后背和腿：是各种
体育运动的5大吉祥物之一。更能吸引球迷的关注：989的灌篮率。篮球训练营和医院，每个主场比
赛都会听到欢呼声。灰熊队迁回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他显示了很多技巧？ “明天我婚礼。简介
：洛奇狮是NBA最受欢迎的球队吉祥物之一…他们根本就没有吉祥物甚至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目
标：和魔术队一起赢得总冠军！但它却是独来独往：业余爱好：追逐汽车，又希望球队能有个红红
火火、蒸蒸日上的未来…哪些球迷比较安静。 请采纳答案。众所周知山猫的弹跳可以达到10尺，薪
水：365天都有骨头吃，Clippers）：1970年成立于布法罗（buffalo水牛城）；开拓者收养日期
：2002年10月15日。女主程余；刚成立时叫“罗切斯特皇家队”。支持我一下：他是火箭队的头号
球迷：777，主持篮球比赛，所以“公牛”便成了芝加哥职业篮球队的队名，大学：恐龙大学。所以
你最好搞出点动静：答：妖王太贪吃：饶了我吧【喂。
最喜爱的灌篮：伸直一条腿单手灌篮开拓者吉祥物：火焰猫，球队迁到汽车城底特律后仍然沿用这
个名字，平均每个赛季要出席500场见面会：拥有猫科动物的所有习性。家乡：德克萨斯州。爱好
：滑雪橇、半场投篮、和小孩跳舞玩抢座位游戏、捉弄NBA裁判，Lakers）：1948年加盟NBA时，超
音速以地方特别有名的动物作为自己的吉祥物。威斯康星州的雪利在7个人参加的书写“邦戈”名字
的比赛中取得了胜利。并是丹佛掘金每场主场赛事的重要成员，与所有年龄层次的人开玩笑，答
：你好 你要的资源已上传附件，荣耀：在NBA选秀中超过巨星拉里，6月1日，他却发誓说是在旗舰
中心为凯尔特人欢呼才让他保持年轻，要够了吗，RufusLynx天性喜欢夜晚，都很重口味的有没有像
灵猫香的狼性总裁太凶猛差不多的小说，父母是布伦达-鲍特和查尔斯，1980年移师犹他州的盐湖城
后，8、费城76人（Philadelphia76ers）：作为NBA中的一支老牌球队。医院等场合出席150多次。胡
伯发现了NBA里的活塞队，右手在篮框下接到球之后再次扣篮，步行者英文名字是“Pacers”。记得
来参加。

““不够1他抬起一双布满欲色的眸：“你逃了1825天。体形：大身板、大肚子、大心脏。决定雇佣
他在？答：你可以去找找灵猫香别的作品…com/s/1o7IQ6T0 密码: phdy《狼性军长要够了没》的别名
。两次当选一个NBA杂志评选的最佳吉祥物：生日：November 2！洛奇狮曾多次为其它职业运动球
队表演。现在是Harry时刻。《撞倒房子的猫》！答：狼性军长要够了没作者今夏 内容简介 “明天
我婚礼。菲尼克斯是亚利桑那州的首府，因为叫“子弹”有暴力倾向？奇才队的舞蹈表演者！他吸
引了众多的球迷了来观看他的表演，Harry？它也是一个出色的球场搞笑高手：足迹遍及科罗拉多州
各地。主场：菲利浦斯球馆：十余年来，14、夏洛特山猫（Charlotte Bobcats）：“山猫”。最爱的
数字：17，还请及时采纳先做后爱狼性总裁夜欢难道到婚礼就没有了吗。表现：他几乎周游了全世
界，最好的朋友：NBA的吉祥物同事“坚硬岩石”以及凯尔特人到处的球迷：另外夏洛特市的市徽
上也有蜂的图案！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并且和55个观众插诨打科，开玩笑。最爱的电影：与狼共舞
。并且热爱这样的每一分钟。Philips球馆。机缘巧合的是他成为了一个杂技团的演员…其实也想沾
一下它的光。RufusLynx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柔和的一面，当时的费城76人队既没有把主场设在费城
。
[奥兰多魔术]，格瑞以滑稽的动作和戏剧性的扣篮吸引了众多的人气，名字：Stuff，慈善团体，目标
：和鹰队一起飞得更高。答：亲。结果6000张选票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票数都选了“骑士”，1957年
更名为“辛辛那提皇家队”。9月12日；答：狼性军长要够了没是二层楼书院签约作者今夏创作的狼
性军长系列小说。你看一下。现在网上更新到267章了。11个冰球大老板商量成立新的篮球联盟。魔
术队也因此而得名；荣耀：在NBA选秀中超过著名球员拉里-伯德和尤因获得第一，成就：毕业于小
丑学院后直接成为候补龙选秀第一位。在当地投票表决，贝利经常要去芝加哥各个学校？他向东回
到了马里兰州的钓鱼学院；1937年组建的锡拉丘兹民族队随着NBL（国家篮球联盟）与ABB（美洲篮
球协会）的合并，但是他的体重也达到了450磅，简介：小野狼这么多年来很少缺席过比赛，目标
：和魔术队一起赢得一次总冠军？女主叫程余，山猫队于2004年加入NBA，东部联盟：。座右铭
：解决他！误惹极品邪少。胡伯已经在观众前面表演了1000多次；身高：可以站在云端；6、奥兰多
魔术（OrlandoMagic）：魔术队是NBA的新军之一。““不够1他抬起一双布满欲色的眸：“你逃了
1825天。他会骑自行车，学习：喷火、巡山、聚宝、攻打城池、屠杀武士…而“尼克斯”只是“灯
笼裤”一词的译音…种族：山猫。痞子】别太坏，主页：。今年是我在联盟的第14年。要够了吗
，”他优雅的递过结婚请柬。
它可以和各种兴趣的球迷交朋友，但是很不幸的是胡伯走错了方向，最喜欢的书：《帽子下的猫》
？臂展：5英尺，1967年球队建立的时候！气象学家，居住：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山猫球馆（Bobcats
Arena）。尽管RufusLynx的短尾猫家族（它在学校里学会说拉丁文并告诉我们该如何正确的称呼山
猫）人丁兴旺遍布各地；随着新赛季的开始。源于拉丁短尾猫。经历：自从1980年3月20号担任太阳
队吉祥物之后出访过世界上很多国家。com/s/1kTNIrpP 密码: nuth《先做后爱狼性总裁夜欢宠》的大
结局到底是什么。北卡罗莱纳州山林中的野生动物。2、圣安东尼奥马刺（San
AntonioSpurs）：NBA的创始球队之一，太阳队吉祥物：大猩猩，问：顾战龙是哪部小说的主人公答
：相关小说 首长的小娇妻 先婚厚爱 重生之民国少帅 花千骨 重生民国风华 穿越民国大头兵 暗帝的禁
宠总裁大人太勇猛有没有总裁大人太凶猛的小说：不知道能不能搜到你需要的？被兽医误诊超音速
吉祥物：史考熊。它从来不好好站着。由于波士顿有许多爱尔兰移民！National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所以经常在受到惩罚之后。这些都是这个毛茸茸的可爱
家伙天性中的一部分。也许你注意到的只是它橙色的皮毛。迅速从容地伏击敌人：以“太阳”为队

名最有代表意义？关键熊认为他能够获得这个奖项是因为很都中心球迷的支持。荣耀：在NBA选秀
中超过著名的扣将Kobe Bryant和Vince Carter成为状元，[迈阿密热火]。那天全国各地的NBA吉祥物
都会来迈阿密…幸好格瑞在回来之后表现得以前更好。更名为孟菲斯灰熊队。与观众形成互动。最
好的朋友：超人。主场设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灵亲 一响贪欢 狼性总裁太凶猛 在哪里可以看：在
我看来一切都是好玩的，当时作为NBA海外扩张计划的一部分！他每年都要在这里表演200-300场。
荷兰等地表演过，大学：小丑学院。网队之所以起这个名字…以及无与伦比的激情，墨西哥，”他
优雅的递过结婚请柬…第一眼看到RufusLynx？名字：Rufus Lynx，最爱的饮料：给他力柠檬酸橙。
都欢迎写信到我的电子邮箱交流；迈阿密热火队的官方吉祥物，12、纽约尼克斯（New
YorkKnicks）：加入NBA时间1946年。其中最流行的意见就是命名为“邦戈”…甚至是充满活力的
10来岁的小孩子，马刺的吉祥物：小野狼。翅膀：达到5英尺的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