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李宏 美编：于仁智 校对：韦驰 组版：李志芬

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11 体坛

无论外界是失望还是担忧，亚
洲篮球的发展不会因此而止步，中
国仍应承担起振兴亚洲篮球的重
任。

事实上，亚洲篮球与世界水平
的差距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中国男篮
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上——在世界舞
台，中国男篮仍然是亚洲篮坛最杰
出的代表。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本届杯
赛前的近40年来，中国男篮除了缺
席1998年和2014年两届世锦赛(世
界杯)外，其余7届大赛均是亚洲成
绩最好的球队，其中在1994年世锦
赛上获得第八，1986年位居第九。

尽管在本届杯赛上，伊朗队取
代中国队占据亚洲第一，但在去年
亚运会上，伊朗队已向中国队拱手
交出亚洲霸主宝座。

如今，CBA联赛也是亚洲水平
最高、最受关注的男子篮球职业联
赛，包括阿根廷队的斯科拉、塞尔维

亚的拉杜利察、希腊队的博洛西斯、
伊朗队的哈达迪等多位在本届杯赛
上表现出色的球员，都曾在CBA效
力。这些高水平外援的加盟，正在
并将继续促进中国本土球员的成
长。

更重要的是，中国篮协主席姚
明是具有专业性、前瞻性和包容性
的掌门人，以他在中国篮坛的地位
和权威，必将为中国篮球的发展营
造更好的环境。

从2017年开始，澳大利亚队和
新西兰队加入到国际篮联亚洲杯的
角逐，这对于亚洲球队而言堪称幸
事。这两支大洋洲劲旅的加盟，无
疑将使以往“矮子里拔将军”的亚洲
大赛变得更有价值。

亚洲球队与世界水平差距明显
人所共知，但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实
现亚洲篮球的振兴，才是本届杯赛
留给亚洲球队的最大命题。

(王祖敏)

振兴还看中国

亚洲篮球与世界水平渐行渐远

中国男篮仍需挺身而出
2019男篮世界杯渐入佳境，但6支亚洲球

队的旅程已提前结束。纵观本届杯赛前10日
赛事，亚洲男篮与世界水平渐行渐远已是不争
的事实。

本届杯赛是世锦赛更名后首
次在亚洲举办。但在这届“家门
口”的大赛中，亚洲球队全部无缘
16强。

从排名来看，在32支参赛队
伍中，亚洲队均居下游，排名最高
的是第23名伊朗队，随后是中国
24、韩国26、约旦28、日本31、菲律
宾32。

从战绩上看，在小组赛上，除
中国队迎战在世界排名和32强战
力排行榜中双垫底的科特迪瓦队
取得一场胜利外，其余5队均遭三
连败、小组垫底。

虽然排名靠后，但亚洲球队
在输球分差和失误上“勇于争
先”：菲律宾67：126塞尔维亚、约

旦71:126，还有日本53分输美国、
菲律宾46分输意大利、韩国42分
输尼日利亚……约旦队还以场均
16.8次失误位居榜首。

更让人难堪的是，亚洲球队不
仅对欧美强队只能望其项背，也正
在被“难兄难弟”非洲队甩开。

虽然5支非洲球队也均无缘
16强，但整体成绩仍优于亚洲，尼
日利亚和突尼斯队第17和第20的
排名均在亚洲球队之上。

且不说尼日利亚狂虐韩国队，
在代表亚非两洲最高水平的两场
正面交锋中，突尼斯队以79:67战
胜伊朗队，尼日利亚以86:73力克
中国队，两场比分的差距都在10
分以上。

成绩惨不忍睹

如果说亚洲球队在本届杯赛
的成绩和表现令人痛心的话，其现
状则让人为其未来担忧。

首先，核心球员“老龄化”。
哈达迪和巴赫拉米仍是亚洲

老大伊朗队“双核”，其中哈达迪场
均14.6分10.8个篮板，成为伊朗队
直通东京的最大功臣。但伊朗“二
老”年龄均已超过35岁，已进入说
走就走的退役边界。

易建联场均 17.8 分 7.8 个篮
板，更在场上发挥着数据所无法体
现的领袖作用。但昔日“太空易”
如今已32岁，在职业赛场征战17
年，身心俱疲。而如今的中国男篮
恐还没有任何一名球员具有接班
能力。

其次，归化球员孤掌难鸣。
韩国队的罗健儿无疑是本届

杯赛中表现最好的归化球员，他场
均23分和12.8篮板均列榜首，但
韩国队不仅无缘16强，且只取得
了对“鱼腩”科特迪瓦队的一场胜
利。

约旦队的归化球员达尔·塔克
场均21分，名列球员得分榜的第
四位，但约旦队在32强中排名倒
数第五；此前名气最大的归化球员
布拉切场均15.8分8.4个篮板，也
未能带领菲律宾队摆脱在32强中
垫底的位置。

这些个人能力出众的归化球
员，由于缺乏队友支持，不仅孤掌
难鸣，更会在被严防或者下场时导
致球队崩盘。对于整体实力偏低
的亚洲球队来说，归化球员显然不

是救世主。
第三，先天不足成为“死结”。
亚洲篮球的“先天不足”体现

在多个方面。
身体条件的差距。除了中国

队在身高上不处劣势外，亚洲球队
整体身高偏低。而在越来越“野
蛮”强悍的国际篮球赛场，身体单
薄、缺乏强对抗能力的亚洲队往往

“不经打”。
篮球素养的差距。在整体水

平不高的大环境下，亚洲球员也很
难具备如欧美球员般的篮球意识、
阅读比赛能力、良好的场上习惯
等。

基本功的差距。越是成绩差、
越想尽快出成绩，这种急功近利的
想法导致很多亚洲球队将更多的
心思放在归化高水平球员、寻找大
牌外教、安抚老队员等速成措施
上，忽略了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基本
功的训练。

现状令人担忧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中
国女排10日上午离开北京前往日
本，准备参加即将揭幕的2019年女
排世界杯赛，朱婷领衔的16名球员
随队出征。

4年一届的女排世界杯赛有12
支队伍参赛，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
这次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参加。比
赛将采用单循环赛制，在中国队争
夺冠军的路上将遇到美国、巴西、塞
尔维亚等劲敌的挑战。

当天出征的运动员共有16人，
分别是：朱婷、张常宁、刘晓彤、李盈
莹、刘晏含、袁心玥、颜妮、王媛媛、

郑益昕、杨涵玉、曾春蕾、龚翔宇、丁
霞、姚迪、林莉、王梦洁。

根据国际排联的规则，在此
前确定的25人大名单范围内，此
次世界杯参赛队将不再需要提供
整个赛事的14人名单，而是每场
比赛前提供该场比赛的 14 人名
单。因此，除了这次随队前往日
本的16名队员之外，25人大名单
中的其他运动员理论上也有可能
临时增援。

在4年前进行的女排世界杯赛
中，郎平率队中国队勇夺冠军。次
年，中国女排夺得里约奥运会冠军。

女排世界杯赛即将在日本打响

朱婷领衔中国队出征

据新华社伦敦 9 月 9 日电
2020年欧洲足球锦标赛9日举行
了10场预选赛，德国队在客场以
2∶0战胜北爱尔兰队跃居C组榜
首，比利时队和荷兰队都以4∶0的
比分，分别战胜了苏格兰队和爱沙
尼亚队。

哈尔斯滕伯格在第48分钟凌
空破门为德国队取得领先，格纳布
里在终场前打入了第二个球。德国
队与北爱尔兰队5战后同积12分，
前者凭净胜球优势暂居榜首。

同组的荷兰队4战积9分位居第
三。巴贝尔先是接布林德斜传破门，
然后头球再次立功，荷兰队另外两个
球分别是德佩和维纳尔杜姆攻进的。

I组比赛中，比利时队扬威格拉
斯哥，曼城球员德布劳内发挥出色
一人贡献三次助攻，帮助卢卡库、维
尔马伦和阿尔德韦雷尔德先后进
球，德布劳内本人还打入了第四个
进球，比利时以4∶0完胜。

比利时队6战6捷积18分，只
要再胜一场就可以出线。俄罗斯当
天以1∶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后，以
3分之差位居本组第二。

E组比赛中，去年的世界杯亚
军克罗地亚队被主场作战的阿塞拜
疆队以1∶1逼平。

克罗地亚队5战过后积10分

仍然位居E组首位。斯洛伐克队以
2∶1击败匈牙利队，积9分列跃居
第二。

G组比赛中，位列榜首的波兰
队在主场被奥地利队以0∶0逼平。
斯洛文尼亚队以3∶2战胜以色列队
后上升到G组第二。

欧锦赛预选赛又战多场

比利时与荷兰均大胜对手

卢卡库庆祝入球。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9月 9日
电 瑞典足协9日宣布，瑞典前锋伊
布拉希莫维奇将于10月8日在其
家乡马尔默市为自己的铜像揭幕。

据悉，这座雕像高 2.7 米，重
500公斤，将被安放在马尔默足球
俱乐部附近的广场上，而伊布也正
是在这里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37岁的伊布目前在美国职业
足球大联盟洛杉矶银河队效力，他
对将雕像安放在家乡的决定表示

“非常高兴”。他说：“一切都是从这

里开始的，我的心也在这里。”
瑞典足协于2015年启动该项

目，足协秘书长舍斯特兰德说：“这
座雕像将永远代表着瑞典历史上最
伟大、世界上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
之一。”

自1999年在瑞典职业联赛首
次亮相以来，伊布已经为阿贾克斯、
尤文图斯、国际米兰、AC米兰、巴黎
圣日耳曼等俱乐部攻入超过400粒进
球，与球队一同赢得了多个冠军奖杯，
此外他还为瑞典国家队打入62球。

他从这里走向世界并成为巨星

伊布雕像将在家乡揭幕

2019斯诺克上海大师赛9日
晚至10日午间，大师赛首轮对决全
部结束，丁俊晖在内战中以6∶2轻松
击败赵剑波晋级次轮。此外，肖国
栋以相同比分力克马奎尔，梁文博
险胜宾汉姆，张翼则爆冷战胜卡特。

丁俊晖与世青赛冠军赵剑波的
焦点战被安排在9日晚场的1号场地
进行。但前者开局状态不佳，赵剑波
多次上手后终于拿下首局。随后，丁
俊晖以78∶45和80∶49连赢两局，反
超比分。第4局，赵剑波轰出单杆87
分，将比分再次改写为平局。

局间休息过后，两人失误频繁，
但小将赵剑波多半在关键阶段犯
错，丁俊晖连赢两局扩大比分。此
后，赵剑波连杆进攻频繁中断，丁俊
晖则分别得到80分和79分，再取2

局，并最终以6∶2轻松获胜。
在赛后采访中，有记者向丁俊

晖提问此次比赛有几成把握打破冠
军荒，对此，他幽默回应道∶“冠军荒
只有你们在计算，我也没有计算过，
但希望尽快结束。”

本次比赛，中国军团再次由丁
俊晖领衔，共计9人参加。首轮中，
肖国栋6∶2轻取马奎尔，梁文博6∶
4战胜宾汉姆，张翼爆冷6∶3击败
卡特，成为丁俊晖外中国军团仅存
的3人。

按照赛程，次轮对决将于10日
下午开打，而当日晚场比赛中，黑马
张翼与肖国栋将分别迎战奥沙利
文、威尔逊。丁俊晖的次轮比赛被
安排在11日进行，梁文博也将在同
日挑战马可·艾伦。 (中新网)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首轮：

丁俊晖领衔中国军团4人晋级

▲哈达迪在比赛中扣篮。
(资料图片）

◀易建联在比赛中扣篮。
(资料图片）

罗健儿在
比赛中上篮。
(资料图片）

新华社东莞9月10日电 一场来自潘帕斯的三
分雨浇凉了本届篮球世界杯夺冠最大热门塞尔维亚
队，坎帕佐用18分、12次助攻的表现带领阿根廷队
97∶87战胜对手，阿根廷队由此第一个挺进四强。

“潘帕斯双雄”坎帕佐和斯科拉相继远投得手，
阿根廷队打出 12∶4开局。平均身高比对手高出
10厘米的塞尔维亚队侧重内线进攻，迫使阿根廷
队不满半节就已 5次犯规，塞尔维亚队单节靠罚
球就得到 9分。但在防守端，塞尔维亚队没能有
效限制坎帕佐的突破，让阿根廷队在他的串联下
多点开花。当坎帕佐送出单节第六次助攻后，阿根
廷队25∶23领先首节。

博格达诺维奇的突破扣篮使塞尔维亚队在次节
伊始反超1分。阿根廷随即刮起外线风暴，贝尔多萨
和拉普罗维托拉相继远投得手，阿根廷队打出9∶0的
小高潮。约基奇篮下强攻打成“2+1”稳住局面后，西
蒙诺维奇才命中塞尔维亚队的首个三分球。但阿根
廷队外线手感热度不减，单节命中6记远投，在半场
结束时以54∶49领先。

易边再战，塞尔维亚队加强外线逼抢，较好限制
了阿根廷的远投。坎帕佐的突破却依旧犀利，再加上
贝尔萨多的反击，阿根廷队始终保持着5分左右的领
先。本节末段，别利察远投得手后抢断再得2分，帮
助塞尔维亚队将比分追至67∶68。

末节一上场，古德里奇便远投帮助塞尔维亚队反
超2分，但这也是他们全场最后一次领先。坎帕佐和
斯科拉的挡拆配合令塞尔维亚队防守球员顾此失彼，
斯科拉接连内线取分，火力全开的坎帕佐更是单节独
得9分，阿根廷队打出14∶3，建立9分领先优势。乱
了阵脚的塞尔维亚队没有再组织起有效反击，阿根廷
队将领先保持至终场。

本场比赛，阿根廷队篮板球比对手少了13个，罚
篮少了11次，但12记远投弥补了这些差距。阿根廷
队共5人得分上双，其中老将斯科拉拿下全队最高的
20分。塞尔维亚队博格达诺维奇得到全场最高的21
分，别利察得到18分7篮板，约基奇得到16分10篮
板并有5次助攻。

三分雨浇凉夺冠最大热门

阿根廷力克塞尔维亚挺进四强
本报讯 北京时间9月10日，

在男篮世界杯1/4决赛首战，阿根
廷队令人意外地以97∶87战胜塞尔
维亚队，晋级4强。被誉为“妖刀二
世”的坎帕佐发挥神勇，全场他12
投7中，其中三分6中3，罚球3中
1，得到18分12次助攻6个篮板3
次抢断。

面对本届世界杯的夺冠大热
门，阿根廷队却从开局就掌握主动，
坎帕佐当居头功，尤其是他的华丽
助攻更令人拍案叫绝。其中一次，
坎帕佐面对防守侧身持球，突然他
顺势一记背后直传，球准确无误地
飞到篮下无人防守的队友手中，轻
松取分。另有一次，坎帕佐看见对
手防守阵势上提，直接一记直塞，助
队友“走后门”偷袭得手。

阿根廷队充分发挥出小、快、灵
的特点，在外线下起“三分雨”，坎帕
佐的穿针引线令人目不暇接，仅上
半场就送出7次助攻。他的球风鬼
魅、飘忽不定，令人难以捉摸，不但
耍得对手团团转，也令熟悉阿根廷
篮球的球迷惊呼：“这简直就是马努
在世嘛！”而到了决胜时刻，坎帕佐
又毫不手软，这也像极了马努·吉诺
比利，难怪FIBA官网称坎帕佐“已
是领袖，正迈出下一步。”阿根廷新
一代领军人物借本场成功上位。

出生于1991年的坎帕佐比吉诺
比利小14岁，二人都是起步于阿根廷
国内联赛，成名于欧洲联赛，所不同的
是坎帕佐迄今仍效力于西甲豪门皇
马，尚未流露出登陆NBA的念头。

有人称：“看过本场比赛后，NBA
各队绝不会错过下一个‘马努’。”

（王忠）

18分12次助攻

他令对手绝望

坎帕佐在比赛中突破上篮。

本报讯 在北京时间9月11日
凌晨结束的2022卡塔尔世界杯预
选赛亚洲区40强赛中，首轮轮空的
中国队在客场马累国家体育场，以
5∶0 大胜马尔代夫队，迎来开门
红。吴曦和武磊上半时“头槌”连下
两城；下半时，艾克森“左右开弓”独
中两元，杨旭也罚入一粒点球，中国
队在客场迎来一场大胜。

比赛开始后，面对着对手的密
集防守，中国队耐心与之周旋。第
34分钟，艾克森禁区内强行突破后
将球分边，李磊输送传中，吴曦抢前
点甩头攻门，皮球窜入远角，中国队
打破僵局，客场1∶0领先。取得领先
后，中国队在进攻中持续施压。第
45分钟，李磊头球摆渡，杨旭凌空将

球垫到门前，武磊近距离头球冲顶
破门，中国队上半时2∶0领先。

易边再战，第63分钟，杨旭在
角球进攻中被防守球员推倒，中国
队获得点球机会，杨旭亲自操刀命
中，中国队3∶0领先。第68分钟，
里皮做出首次换人，用韦世豪换下
杨旭。

第81分钟，韦世豪禁区内被
主队队长加尼绊倒，中国队获得本
场比赛第二个点球机会，艾克森操
刀一蹴而就，中国队4∶0领先。补
时第1分钟，韦世豪摆脱防守球员
后将球送到门前，艾克森左脚将球
送入空门。最终，中国队在客场以
5∶0大胜马尔代夫队，迎来世预赛
开门红。 (张锋）

5∶0！国足轻松“驯马”
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中国队大胜马尔代夫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