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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
电 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
杯 2日展开小组赛次轮角逐，
开了好头的中国男篮却没能收
获好的结局，两次关键时刻边
线发球失误让中国队 76:79加
时不敌波兰队，小组出线仅存
一线生机。战胜中国男篮的波
兰队，B组的阿根廷队和俄罗
斯队，C组的塞尔维亚队和意
大利队，D组的西班牙队均已
凭借两胜战绩提前挺进 16
强。其中，塞尔维亚队以 126:
67 狂胜菲律宾队，刷新了本
届赛事开赛以来的最大分差。

中国男篮开局令人惊喜，
三分球火力全开，易建联、周
琦和郭艾伦相继命中三分后以
15:9领先，此后赵继伟引领一
波进攻高潮将优势扩大至 10
分。首节结束，中国队以 25:
15领先，三分球 6中 4。第二
节中国队陷入犯规危机，易建
联、郭艾伦接连被吹个人第三
次犯规，无奈只能被换下。缺
少内外线主心骨的中国队缺乏
有效进攻手段，失误开始增
多，波兰队则越打越顺不断缩
小分差，斯劳特连得 4分后波
兰队以 36:35反超，随后波尼
特卡打三分得手，中国队半场
过后35:39落后。

周琦、易建联内线连续得
分为中国队第三节开了个好
头，然而就在局面有所好转
时，郭艾伦被罚下让中国队再
次陷入被动。斯劳特两记三分
助波兰以 55:48领先。危急时
刻中国队加强突破，连续造成
对方犯规，凭借罚球在本节结
束后将比分追至54:57。

双方末节初段陷入肉搏
战。易建联突破后双手暴扣提
振士气，之后助攻翟晓川上篮
得手，中国队只落后 1分。关
键时刻赵睿投中救命三分、王
哲林中投得手，中国队反超 4
分，但波兰队很快追平，比赛
进入白热化。易建联在还剩 1
分 30秒时的三分命中一度建
立 5分领先优势，但斯劳特立
刻还以颜色。带着两分的领
先，中国队在最后一分钟和对
手展开罚球的比拼，不料最后
7.2秒周琦发边线球失误，波
兰队落后 1分获得两次足以拿
下胜利的罚球。但波尼特卡两
罚一中，72平，进入加时赛。

5分钟的加时赛，两队体
能都已进入瓶颈期，罚球成了
主要得分手段。终场前 56
秒，波兰队 76:73领先，孙铭
徽底角三分命中将中国队从悬
崖边拉回，但波兰队库利格上
篮得分再度领先两分。全场期
盼中国队能再次上演绝地反
击，可惜赵继伟罚球 5秒超时

违例，胜负天平倒向对手，波
兰队再未浪费机会，拿下胜
利。

A组的另一场比赛中，委
内瑞拉队 87:71战胜科特迪瓦
队，与中国男篮同获一胜一负
战绩。下轮小组赛，中国男篮
必须战胜委内瑞拉队才能抢得
本组另一个晋级16强的名额。

D组比赛中，意大利队和
塞尔维亚队均收获第二场胜
利，携手挺进 16强。在对阵
安哥拉队的比赛中，意大利队
的强硬防守令对手进攻毫无章
法，而加里纳利和贝里内利两
名美职篮选手则率领球队频频
外线发炮，全场三分球 30投
12 中的意大利队在第三节结
束时就领先 34分。末节最后
时刻，意大利队真蒂莱掩护犯
规，安哥拉队球员保罗与其互
相推搡，场面一度显得混乱。
真蒂莱疑似在冲突中受伤直接
离场，保罗也被裁判罚出场
外。最终意大利队 92:61轻取
对手。

首战即获 46分大胜的塞
尔维亚队今日又以126:67狂胜
菲律宾队，刷新了本届赛事开
赛以来的最大分差。面对夺冠
大热门，全力抵抗的菲律宾队
没能撑过上半场。开局短暂僵
持后，塞尔维亚队便内外开
花，半场结束前的几波教科书
式快攻将比分带至 62:35，也
就此终结了比赛悬念。下场比
赛，塞尔维亚队将与意大利队
争夺小组头名，世界排名相对
靠后的意大利队将士已表示将
在攻防两端保持侵略性。

B组比赛中，阿根廷队与
俄罗斯队均两战全胜，锁定
16 强席位。首场惜败的尼日
利亚队只有拼下阿根廷队，才
能将出线的主动权夺回。在奥
科吉的带领下，开局落后的尼
日利亚队在半场结束时将比分
追平。但老将斯科拉第三节独
得 8分，帮助阿根廷队重建优
势，并最终以94:81获胜。

俄罗斯队与韩国队的比赛
悬念不大，尽管韩国队凭借次
节凶猛的外线火力在半场结束
时仍紧咬比分，但俄罗斯队第
三节一波 9:2的得分高潮将分
差拉开至两位数。最终，俄罗
斯队 87:73轻取对手，将于下
轮与阿根廷队争夺小组头名。

C 组比赛中，西班牙队
73:63轻取波多黎各队，以两
连胜战绩提前晋级 16强。伊
朗队则未能解决首轮失误过多
的问题，以 67:79不敌突尼斯
队，两连败小组垫底。突尼斯
队与波多黎各队均为一胜一
负，将于下一轮争夺该组仅剩
的一个16强席位。

失误葬胜局失误葬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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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晚 失 眠 。 关 键 词 的
“遗憾”。

脑海里全是画面：如果
倒 数 第 八 秒 —— 我 队 以
72-69 领先了 3 分之际，周
琦发边线球不是磨磨叽叽被
抢断，如果此前此后的罚球
能够多罚中一分，如果不是
周琦的低级错误进攻脱手，
如果不是命悬一线的时刻赵
继伟发球 5 秒违例……笔者
的球评大概昨夜就写好了，
题 目 应 该 是 “ 晋 级 与 泪

水”。呜呼！为了那一刻，
中国队已经等待了整整九
年。

然而，球输了。
新浪体育的标题倾向性

鲜明：“周琦！又是周琦！
发球失误扣篮脱手葬送男
篮”。

网上、朋友圈里骂声此
起彼伏，骂教练的更多。

说什么好呢？
换位思考一下：昨夜，

最难过的还是队员，他们滴

着汗水、步履沉重地走回更
衣室，他们下面还有硬仗。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
于人”。“学费”再昂贵，该
交也得交。球迷的尊严包括
与球队一起承受苦难。2009
年某一个凌晨，国米 2 比 0
战胜拜仁取得欧冠，跟随球
队34年终于看到大耳朵杯的
球迷，满脸泪水，举着手机
摄像。那一刻，笔者同样泪
流满面。34年间，多少风刀
霜剑的砺炼！

所以，阿联的回应一字
千金：“如果不能在失败的
时刻站在一起，我觉得未来
也不会走向成功。”

体坛
论剑 遗憾与砺炼 宋立民

本报讯 记者卓
朝兴 通讯员殷豪文
摄影报道：2019 年
广东省足球协会杯
四分之一决赛次回
合 上 周 末 精 彩 上
演。在引人瞩目的
湛江德比战中，湛
江英杰队在主场1比
0 小胜广东湛杨队
（首回合广东湛杨主
场 2 比 1 获胜），从
而凭借客场进球数
多的优势晋级四强。

图为比赛精彩
瞬间。

省足协杯

湛江英杰晋级四强湛江英杰晋级四强

11比比00胜广东湛杨胜广东湛杨，，凭借客场进球优势凭借客场进球优势

周琦（左）发边线球出现致命失误。（新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