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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负波兰 出线遇波澜
中国男篮76:79惜败，出线形势不容乐观

赛事预告

9月3日
2019男篮世界杯

1 5 ：3 0 黑 山V S 新 西 兰
(CCTV5)

15:30澳大利亚VS塞内加尔
(CCTV5+)

2 0 ：0 0 美 国V S 土 耳 其
(CCTV5)

20：30 巴西VS希腊
(CCTV5+)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在2日结束的一场2019年

篮球世界杯小组赛中，与中
国男篮同在A组的委内瑞拉
队以87:71大胜科特迪瓦队。
谈到即将在最后一场面对中
国队，委内瑞拉队将帅表示，
对手的高度将是需要解决的
问题。

本场拿下31分和7次助攻
的委内瑞拉队控球后卫古里恩
特说：“很明显，中国队有着非
常出色的身高，而我们队则是
本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矮的队
伍之一。下一场比赛我们必须
执行好教练的战术，在场上不
能犯错误。”

委内瑞拉队主教练杜罗
说：“他们有着非常好的身高
条件，所以在篮板球上将给我
们很大压力，我们不能让他们
打出自己的节奏。现在中国队
的阵容中有很多青年才俊，我
曾经见过他们的一些老队员，
我们会关注他们的比赛，然后
做好计划。”

委内瑞拉队将帅：

中国队的身高

是巨大优势

据新华社武汉9月2日电
在2019年篮球世界杯B组2

日结束的一场小组赛中，阿
根廷队以94 : 8 1战胜尼日利
亚队，小组出线几成定局。赛
后阿根廷队主帅埃尔南德斯
表示，目前并没有太在乎下
一阶段将对阵谁，如果能遇
上中国队，将会非常兴奋。

凭借第三节的得分潮，以
及末节抵挡住了对手的反攻，
阿根廷队以13分的优势，获得
小组赛第二场胜利。这场比赛
中，斯科拉拿下23分10个篮板
的“两双”成绩，成为阿根廷队
获胜的最大功臣。下场小组
赛，阿根廷队将对阵俄罗斯
队。

埃尔南德斯在赛后表示，
这场比赛球队做得最好的就
是阻止了尼日利亚的快攻，因
此能在比赛中占据上风。他对
远道而来为球队助威的阿根
廷球迷表示感谢，“他们是无
与伦比的”。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下
场对阵俄罗斯队的比赛。”埃
尔南德斯说，这几场比赛都
很辛苦，球队需要休息。如果
小组出线，他们并不会太在
乎会遇上哪个对手，因为球
队会尊重每个对手，打出自
己的风格，“如果能有机会和
东道主中国队比赛，我们会
非常兴奋”。

阿根廷队主帅：

下一阶段若遇到

中国队将非常兴奋

□生活日报记者 张国桐

在A组第二场小组赛结束后，
两战一胜的中国男篮积3分位列小
组第三，两战两胜的波兰队锁定小
组第一出线。而在9月2日下午，A组
率先开打的另一场小组赛中，委内
瑞拉以87：71战胜科特迪瓦，同样积
3分的委内瑞拉以多1分净胜分的优
势力压中国男篮位列小组第二，两
战皆负的科特迪瓦队已经与出线
无缘。

其实本届世界杯，中国男篮
一直想在家门口昂首出线，但如
今的局面，中国男篮只有在第三

场小组赛中赢下委内瑞拉才可以
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线，而对于委
内瑞拉，处境与中国男篮相同，因
此第三场小组赛将是货真价实的
生死战。

在历史战绩中，中国男篮4次
面对委内瑞拉4次失利，最近的一
次是在里约奥运会上，中国男篮
69：72负于委内瑞拉，所以说中国
男篮并不占优。印象中委内瑞拉
球员与科特迪瓦球员类型相似，
速度快、对抗强是委内瑞拉球员
的特点，但相比科特迪瓦球员，委
内瑞拉队员战术素养较高，投射
能力也技高一筹，因此委内瑞拉

一定会给中国男篮造成不小的麻
烦。

不过，在本届世界杯开始前，
委内瑞拉队曾曝出队员罢训的情
况，其原因就是委内瑞拉将帅不
和，而且在委内瑞拉12人最终名
单中，内线核心缺阵。通过两场小
组赛分析，中国男篮与委内瑞拉
可谓实力相当，反而中国男篮内
线还稍占优势。拿波兰队比较，第
一场小组赛，波兰队以11分的优
势战胜委内瑞拉，而在中国男篮
对阵波兰队的比赛中，放下包袱
的中国男篮给波兰队造成不小的
麻烦，甚至一度将波兰队逼上绝

境。因此战胜军心不稳、核心缺阵
的委内瑞拉胜算不小。

此前，中国男篮世界大赛14
场比赛不胜，最终在科特迪瓦身
上，中国男篮打破尴尬的纪录。第
二场比赛，轻松迎战的中国男篮
爆发出应有的状态，首节比赛内
外线开花打得波兰队毫无招架之
力，在面对困难时，队员之间相互
加油打气，共同扛起压力与波兰
队殊死搏斗。

虽然输掉与波兰队的比赛，出
线形式陷入僵局，但敢打敢拼的中
国男篮打出了血性和自信，冬天已
经过去，春天还会远么。

能否小组出线 全看最后一战
中国男篮明晚与委内瑞拉争夺小组第二

放下包袱内外开花

9月2日20点，东道主中国男篮
迎来小组最强对手波兰，中国男篮
依然延续第一场的首发，内外线由
易建联和郭艾伦领衔。比赛一开始，
中国男篮的“小伙子们”就表现出血
性，尤其是二三号位，面对身高马大
的波兰球员，赵继伟及郭艾伦采取
贴身防守，主动给予对手身体对抗，
而在进攻方面，中国男篮由郭艾伦
持球组织进攻，利用犀利的突破分
球频频给予波兰队外线杀伤，反观
波兰队，面对中国男篮队员撕咬式
的防守，整体进攻哑火，仅仅依靠9
号波尼特卡强吃篮下勉强咬住比
分，双方比分一直维持在6分上下。

相比第一场比赛的“压力山
大”，畏手畏脚的中国男篮在对阵波
兰队的首节比赛中，态度坚决，短短
6分钟的比赛里，中国男篮三分球3
投3中，正因如此，中国男篮一度曾
领先到12分，首节比赛，中国男篮
25：15领先10分进入第二节。

犯规过多为失利埋下伏笔

本届男篮世界杯，受丁彦雨
航和周鹏受伤的影响，中国男篮
12人大名单中选择5后卫，第一小
组赛中，不得不使用赵睿客串三
号位，因此在第二节比赛中，波兰
队正是抓住中国男篮锋线薄弱的
弱点，依旧采取波尼特卡低位强
打的战术给予中国男篮内线压
力，以致易建联、郭艾伦早早身背
3次犯规，被迫下场。

内线打开局面，逐渐打出信
心的波兰队还在外线找到手感，
美籍归化球员斯劳特以及赫里卡
纽克先后命中三分，10分的差距
也瞬间化为乌有。反观深陷犯规
困扰的中国男篮，在缺少郭艾伦
和易建联后，进攻稍显混乱，失误
也明显增加，波兰队趁机转换进
攻，最终波兰队39：35领先中国男
篮结束第二节比赛。

中场稍作调整后，第三节
比赛开始，中国男篮明显加快
了进攻节奏，重新登场的易建
联和郭艾伦内外线呼应，凭借
易建联的连得5分，中国男篮
抹平4分差距，双方开始拉锯
战。然而没想到的是，中国男
篮进攻刚刚有起色时，场上再
次出现戏剧化的一幕。第三节
5分15秒，由于郭艾伦连续两
次犯规犯满离场，突如其来的
变化一时间打乱了中国男篮
的计划，波兰队趁机拉开比分。

打打硬硬仗仗还得靠老将

俗话说，老老将将
出出马马一一个个顶顶俩俩，，在在
郭郭艾艾伦伦犯犯满满离离场场
后后，，易易建建联联扛起进
攻大旗，防守上保
护篮板，进攻上多
次杀伤内线造成
对手犯规，比分一
直 保 持 在 5 分 以
内，第三节战罢中
国男篮 5 4：5 7落
后。

此前，中国男篮对战科特迪
瓦时，裁判接连判罚中国男篮技
术犯规，赛后不少球迷对裁判的
判罚产生质疑。没想到裁判问题
又延续到第二场比赛中，慢镜头
显示，郭艾伦两次防守有意克制，
即便如此，终究难逃裁判“法眼”。

进攻支柱犯满，孙铭徽临危受
命，以此弥补郭艾伦下场后的影响。
过程中，孙铭徽缠绕式防守时不时
骚扰着波兰队主力后卫斯劳特，没
想到竟收到起效，波兰队进攻受损，
与此同时易建联频频造成对手犯
规，甚至上演突破暴扣的好戏，也正
是因为这次暴扣，瞬间点燃球员们
的斗志，但幸运女神依然未眷顾中
国男篮，第四节4分14秒，锋线独苗
翟晓川进攻中不慎崴脚，不禁令球
迷心头一紧，不过“尖刀”翟晓川在
简单处理后再度上场，三次进攻抢

下2个前场篮板，翟晓川的作用不言
而喻。

关键时刻掉链子

决战时刻，一直处于劣势的
中国男篮凭借“队魂”易建联一记
关键三分扭转局势，成功领先波
兰队2分。此后，3后卫的中国男篮
始终保持着3分之内的优势，然而
比赛还剩7秒时，中国男篮前场发
球直接被波尼特卡抢断，造成赵
睿犯规，随着波尼特卡两罚一中，
双方进入加时。加时赛中，波兰队
3分领先，紧要关头，临危受命的
孙铭徽命中3分，双方重回起跑
线，然而在接下来的进攻中，波兰
队一次突破再次形成2分的领先，
没想到年轻的中国男篮再次犯下

“稚嫩”错误，一次发球5秒违例令

中国男篮陷入绝境。两次界外球
失误，中国男篮回天乏术，最终以
76：79，三分憾负波兰队。

本场比赛，一波三折的中国
男篮越挫越勇，进攻端态度坚决，
防守端死死抗住波兰队员的冲
击，但战败波兰，并非中国男篮实
力不济，而是在关键时刻3次罚篮
不进，3次边线球失误，让中国男
篮拱手将胜利“送”给波兰队。本
届世界杯中国男篮年轻球员居
多，可以说本次失利让这帮年轻
球员交上该交的学费，或许这是
通往成功路上必须要的经历，中
国男篮虽败犹荣。赛后，倾其所有
的易建联表示，对阵波兰队的过
程中，犯规、失误方面的确需要总
结，即便如此队员们依然信心十
足，接下来将会全力以赴迎战委
内瑞拉。

□生活日报记者 张国桐

三次罚球不进、三次边线球失误，中国男篮以76：79憾负波
兰队。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过程中，卸下包袱的中国男篮球
员们打出了血性，一度让波兰队陷入僵局。纵观全场，关键时刻
的中国男篮还稍显稚嫩，这或许是成功路上必经的坎。

在本场失利后，中国男篮末战只有战胜对手委内瑞拉才可
晋级，而委内瑞拉也同样如此，所以第三场小组赛对双方来说
都是场生死之战。

周周琦琦((左左))在在比比赛赛中中。。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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