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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报不出预料 过程令人揪心
70 比 55 击败科特迪瓦，中国男篮艰难迎来世界杯“开门红”

熟悉的球馆内，满耳乡音与呐喊，

当暌违许久的大战终在今夜打响，满

场的中国球迷却倏然发现， 舞台上的

主角竟是那般陌生。 对于承受着本土

作战压力的中国男篮而言， 能在篮球

世界杯首轮迎战科特迪瓦队无疑是最

理想的安排———对手的世界排名在三

十二强中敬陪末座， 不久前又遭遇了

内讧与停训风波， 该队核心迪亚巴特

甚至在效力中国次级职业联赛 NBL

时一度被裁。

然而，本被认为一边倒的比赛，在

上半时却由这样的片段拼凑起来：直

至周琦在首节还剩大约 4 分钟命中三

分，中国队才首度利用投篮得分，错进

错出的捡漏、抢得前场篮板后的补篮，

成了球队的常规得分手段； 作为球队

核心， 易建联的前两次低位单打均投

得荒腔走板， 缺少战术支点的中国男

篮每一次转移球都表现得异常挣扎，

次节伊始连续两个回合被对手防到

24 秒违例；从罚球提前进线 ，到在方

圆一米不见防守者的情况下， 两位队

友抢篮板撞在一起， 各种匪夷所思的

失误频现……比一度落后 6 分更令人

难以接受的， 是中国队在攻防两端所

表现出的令人窒息的停滞， 如果不是

翟晓川与郭艾伦一人贡献一节好球，

以及周琦由内及外覆盖几乎半场的防

守表现， 半场比分或许要远比现实中

的 29 比 29 更令人难堪。

科特迪瓦队并非被外界低估，事

实证明， 当中国男篮下半时找回状态

后 ， 非洲弱旅再未能表现出还手之

力———一度压迫到中国队后卫群无法

传球的高压防守破绽百出， 如业余队

般一次次为东道主奉上轻松快攻机会

的同时， 还屡屡出现侵略性过度的偏

激防守动作； 上半时频现的 “后门切

入”、底线反跑，到末节则被荒唐的传

球失误所代替； 就连原本偶尔灵光闪

现的三分投射， 也成了犹豫不决的胡

乱抛投或是走步违例。 易建联的苏醒

为中国男篮吹响反扑的号角， 他在第

三节伊始连续单打得手， 为中国队建

立领先优势。 即便上半时在进攻中毫

无建树， 阿联依然砍下了全场最高的

19 分。 然而坦白地说，郭艾伦与周琦

才是中国队本场比赛在攻防两端最大

的仰仗： 前者贡献 17 分 9 次助攻，且

无一次失误； 而周琦除了偶有走神漏

人外，从内线补防封盖，到几乎不失位

的外线错位换防，在防守端近乎完美。

70 比 55 战胜科特迪瓦， 考虑到

对手最后时刻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还

扔进了一记毫无意义的三分， 这个结

果无论对于球队还是球迷， 都可以接

受。 就像郭艾伦赛后所言，“世界级大

赛，又是第一场，打得确实有点紧。”在

赢球无虞的情况下， 过程中的波澜无

法避免，但令人揪心的是，即便面对的

是这样一支身高偏矮、 战术素养堪忧

又缺乏天赋的球队， 中国队不少球员

的表现都经不起放大推敲。

作为 CBA 联赛新科最有价值球

员（MVP），备受期待的王哲林贡献了

堪称灾难级的表演， 其赖以生存的低

位单打效率极低， 屡受诟病的防守表

现一如既往， 由内至外的转移球不止

一次直接传到科特迪瓦球员手上。 这

也许有状态与不适应防守的因素在

内，但从战术角度而言，当周琦与易建

联同时在场时， 两人均可在高低位处

理球，而除了上提挡拆并顺下，王哲林

至少在这一场未能展现他的策应及投

篮技巧， 此后面对更加强壮的波兰与

委内瑞拉内线， 他或许会遭遇更大挑

战。同为发挥平平的后场球员，赵继伟

与方硕问题则截然不同， 前者受限于

身体素质， 在应对凶狠逼抢时有些踉

跄， 而方硕对于球权的分配与掌控合

理性令人质疑， 多次出现易建联或王

哲林要位却无法接到传球的场面。 与

此同时， 翟晓川的惊艳发挥一定程度

掩盖了中国队老生常谈的锋线问题。

下半时， 当科特迪瓦队加强了针对其

空手跑位的防守后， 中国男篮主教练

李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摆出了三后

卫阵容， 由控卫出身的赵睿出任三号

位。尽管在最后时刻将可兰白克·马坎

以及任骏飞招入队中， 但李楠真正信

任的锋线仍只有翟晓川， 而此前在亚

运会中表现惊艳的阿不都沙拉木仅仅

在胜局已定后打了两分钟。

略显难堪的场面显然超出了外界

的预期，幸好，这只是中国男篮在本届

世界杯上的首秀。 在 A 组早些进行的

另一场比赛中，老辣的波兰队以 80 比

69 战胜委内瑞拉队，不过比赛过程远

比结果来得胶着。 未来无论对阵波兰

还是委内瑞拉， 对中国队都会是不小

的挑战。不过好消息是，在本届世界杯

将有两支亚洲球队直通明年东京奥运

会， 而日本又锁定了其中一个名额的

情况下， 除中日外唯一有希望小组晋

级的伊朗队在小组赛生死战中以 81

比 83 遭波多黎各绝杀， 晋级希望渺

茫。 这意味着， 中国队只要能小组出

线， 就极有希望以成绩最好的亚洲队

身份获得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本报北京 8 月 31 日专电）

首进大满贯十六强
王蔷实现重大突破

进入大满贯十六强， 是王蔷为自己

设立的赛季目标， 如今终于在今年最后

一项大满贯美网的赛场上兑现。 在美网

第三轮中， 中国头号女单王蔷以 2 比 0

战胜法国新秀费罗，成为继李娜、郑洁、

彭帅、 张帅后第五位打入大满贯单打十

六强的中国金花， 也是五年内首位跻身

美网女单十六强的中国选手。

本场比赛开局， 王蔷一度以 0 比 3

落后，不过她在第五局完成回破，此后双

方互保发球局，将比赛带入抢七。王蔷在

关键时刻发挥出色，以 7 比 1 拿下首盘。

第二盘开局，王蔷率先破发，并一路将优

势保持到最后，以 6 比 3 拿下整场比赛。

获胜后的王蔷下周世界排名将升至第

14 位，追平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排名。

美网这个舞台见证了王蔷职业生涯

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她曾于 2011 年在这

里上演自己的大满贯首秀， 三年后又在

此收获大满贯首胜。如今，首进十六强的

王蔷表示，“因为比赛打得多了， 信心也

慢慢累积起来。 趁着大家都稍微有些疲

惫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 ”

下一轮王蔷将迎来 2 号种子、 新科

法网冠军巴蒂的挑战。 这场比赛对于双

方都意义重大。只要晋级八强，巴蒂的积

分就将超过大坂娜奥米，重夺世界第一，

因此王蔷将成为巴蒂迈向世界一姐宝座

的最重要关卡。此前两战巴蒂，王蔷一盘

未赢，如今她表示，自己将卸下压力轻装

上阵，“尽自己最大能力去争取胜利”。

王蔷并不满足于此， 她心中装着更

远大的梦想，“我和教练的目标是 （大满

贯）冠军，打进第二周不是最终的目标，

我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在教练杜洛埃看

来，王蔷完全有潜力打进世界前十，甚至

是争夺大满贯冠军 ，“不过我们需要时

间，这一点她也清楚。 ”而追逐这个终极

梦想的新起点， 或许正将是这场北京时

间 9 月 2 日开打的美网八分之一决赛。

申城游泳场所
夏季开放结束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今年上海夏

季游泳场所开放于 8 月 31 日结束，游泳

场所开放数量达 800 家， 开放期间游泳

总人次达 47 万。自 7 月 10 日起，上海市

游泳场所开放管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

本市游泳场所进行了六次检查。

今年， 上海重点加强了对无证经营

游泳场所的处罚。 据上海市社会体育管

理中心高危项目部主任谢芳介绍， 在六

次联合检查中，检查人员共抽查了 70 余

家游泳场所，无证经营的游泳场所为 12

家。上海市卫健委监督所、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总队与场所负责人进行约谈， 并要

求整改。 “我们对今年夏季游泳场所的总

体情况满意， 上海在这方面一年比一年

好，泳客的监督是重要因素。 ”谢芳表示。

在 8 月底最后一次对游泳场所的联

合检查中， 检查人员先后赴佳兆业复旦

大学枫林校区游泳馆、 黄浦区敬业游泳

馆等场所执法检查， 重点查看这些游泳

场所的证照、救生员持证上岗情况、水质

情况、救生器材配备及各项管理制度等。

据复旦大学枫林校区游泳馆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 8 月初游泳馆对外开放，目前

为在校师生提供服务， 白天 8 元/小时，

夜间 12 元/小时，明年起将对社会开放。

针对私教存在的安全隐患， 游泳馆制定

《关于游泳私教的管理办法》； 通过划分

培训区域，与开放区域完全隔离；同时在

泳池边配备葡萄糖，保证泳客安全。

■本报记者 吴雨伦

业余健身操赛
嘉定活力上演
本报讯 为宣扬健康运动理念、推动

社区体育文化建设、 营造和谐向上的社

会融合氛围， 嘉定区体育总会以上海城

市业余联赛为契机， 日前在江桥镇文化

体育服务中心影剧院举办了 2019 年上

海城市业余联赛 “活力嘉定·激擎四季”

2019 年嘉定区业余联赛健身操比赛。

赛事吸引了嘉定区各街镇共 12 支

队伍参与。从健身操的编排到音乐选择，

从整体构思到动作推敲， 表演无论整体

或是细节都凝聚了选手们的智慧与创造

力。 这群活跃于社区的“叔叔”“阿姨”以

活力的舞姿， 以独到的方式展示着他们

的精神风貌。最终经过激烈比拼，江桥镇

炫舞青春健身队和嘉定工业区蓝莺健身

队两支健身操队， 同时获得了本次比赛

规定动作项目的一等奖。 （谢笑添）这才是篮球世界杯的真正新生
错开足球世界杯，首次 32 队参赛，转播覆盖超过 160 个国家和地区

五年前， 当更名后的首届篮球世

界杯落户西班牙时， 几乎完全保留了

世锦赛时代的模样， 无论是 24 支球

队的规模， 还是与足球世界杯举办时

间仅隔一个多月的尴尬。 从某种意义

上而言 ， 如今这场在中国举办的盛

会， 对于国际篮联而言才更像是一个

新时代的伊始———不再与足球世界杯

同年， 既是清醒的定位， 亦是提高关

注度的手段； 为鼓励各队倾尽全力，

本届篮球世界杯将产生七个东京奥运

会直通名额 （不包括东道主日本 ）；

参赛队规模达到了史无前例的 32 支，

将那些原本处于世界篮球版图边缘的

国家和地区也带回了舞台中央。

这一系列改变为篮球世界杯赢得了

过去不曾享受过的关注， 逾 60 家媒体

直播 、 覆盖全球超过 160 个国家和地

区， 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短期内影响力

还无法与 NBA、 奥运会比拟的现实困

境之下， 这几乎是国际篮联基于市场开

发层面所能拿出的最佳方案。 对于篮球

市场并不发达的非洲， 这样的变化甚至

可谓颠覆性。 “这是第一次有五支非洲

球队进入篮球世界杯决赛圈， 过去只有

两支 。” 在马里篮协官员穆萨·图雷看

来， 这不仅有助于篮球运动在非洲的推

广 ， 甚至可能成为非洲篮球腾飞的起

点。 作为直接竞争对手， 国际篮联甚至

与 NBA 就在非洲推广篮球展开合作 ，

为的就是发掘这片还略显荒芜的市场。

相较之下， 中国的篮球市场早已蓬

勃发展多年， 但与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

和地区一样 ， NBA 的影响力远远凌驾

于国际篮联旗下所有赛事 。 然而这一

次， 本土举办的篮球世界杯却有望成为

国际篮联开拓这片重要市场的关键节

点。 除了多家本土企业相继与篮球世界

杯达成合作协议， 自 2015 年起凭借着

NBA 在中国的新媒体独播权站稳国内

篮球转播市场脚跟的腾讯， 此前也与国

际篮联签订了长达九年的版权协议， 覆

盖国际篮联旗下所有赛事， 而篮球世界

杯自然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本届赛事

期间， 腾讯体育将以篮球世界杯全球合

作伙伴以及中国区数字媒体独家合作伙

伴的身份， 通过 PC、 移动端 、 OTT 等

数字媒体渠道， 为球迷呈现全部 92 场

赛事的全场直播、 点播、 短视频集锦以

及图文报道等。

“这是国际篮联举办过的最重量级

比赛， 精彩的赛事本身就是给予商业伙

伴们最有价值的回报。” 律师出身的希

腊人安德里亚·扎格克里斯直至去年底

才因前任帕特里克·鲍曼去世而接任国

际篮联秘书长。 在他看来， 经济利益并

非国际篮联的第一考量， 但如何保障合

作伙伴的权益， 却是该组织无法回避的

问题， “我们尽一切努力让优秀的球员

前来参赛， 也相信这届篮球世界杯的举

办能将国际篮联的影响力提高到另一个

层次。”

复刻荣光
“期待像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那

样， 打出属于我们的好成绩。” 2019

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开幕当天， 完
成赛前 “踩场” 训练的易建联， 一语
将人们的记忆带回 11 年前。 同样是
在五棵松体育馆， 彼时的中国男篮从
美国、 西班牙和德国队齐聚的 “死亡
之组” 神奇突围， 重温奥运前八的历
史最佳战绩。 如今， 作为 “08 黄金
一代” 仅剩的代表， 他以队长身份率
领新一代中国男篮再度从这里启程，

为东京奥运会门票而战。

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主场馆， 能容
纳 18000 人的五棵松体育馆为北京
奥运会而生， 被众多球迷称为中国的
“篮球圣地”。 时至今日， 姚明带伤奋
战、 孙悦 “大帽” 霍华德、 陈江华晃
过科比、 易建联致命中投……中国男
篮在北京奥运会留下的一幕幕精彩瞬
间， 依然令人记忆犹新， 心潮澎湃。

那是中国男篮的鼎盛时期， 却也是漫
长低谷的开端。 北京奥运会后的 11

年里 ， 中国男篮在国际舞台连遭重
创 ， 2010 年土耳其世锦赛 、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和 2016 年里约奥运
会， 三届大赛总共只取得一场胜利，

2014 年西班牙世界杯甚至沦为了场
外看客。

随着中国男篮的奥运荣光定格为
回忆， 五棵松体育馆的奥运光环也逐
渐褪去。 作为第一个由民营企业投建
的北京奥运场馆 ， 五棵松体育馆在
2008 年完成奥运使命后， 根据市场
需求斥巨资改造升级， 华丽转身为颇
具人气的北京文化体育新地标。

11 年间， 五棵松体育馆有了新
名字， 从 “万事达中心” 到 “乐视体
育生态中心”， 再到如今的 “凯迪拉
克中心”， 冠名赞助成为这一 “奥运
遗产” 市场化运作的全新探索和主要
的 “吸金” 模式。 11 年里， 五棵松

体育馆见证了北京男篮在马布里的率领
下推翻 “广东王朝”， 创造 CBA 联赛四
年三冠的辉煌； 也实现了在篮球场、 冰
球场和演唱会之间高效切换的运作形
式， 每年举办大型赛事活动上百场。 而
在体育馆周边， 曾经的奥运篮球训练馆
变身潮流运动空间， 大型露天篮球公园
吸引众多业余爱好者聚集， 全民运动的
氛围让 “篮球圣地” 更接地气， 也更名
副其实。 连通地铁与场馆的公共区域，

则以文化体育为特色的沉浸式商业街

区， 引领时尚的月色经济。

当 “白象” 成为奥运城市的世界性
难题时， 五棵松体育馆凭借市场化、 多
样化运营， 在 “后奥运时代” 走出了一
条独具特色的转型之路。 奇妙的是， 在
逐渐淡化奥运标签、 提升自主品牌效应
实现重生后， 成功转型的五棵松体育馆
又迎来了与奥运的缘分。

11 年后的这个夏天， 身为篮球世
界杯东道主， 中国男篮若想以亚洲最佳
战绩实现直通东京奥运会的目标， 甚至

重温重返世界前八的梦想， 三场小组赛
不容有失。 过去 11 年里， 中国队在世
界大赛中赢下的唯一一场比赛， 对手正
是本届世界杯首战面对的科特迪瓦队。

正如易建联所言， 复刻往日荣光， 就从
曾经书写辉煌的五棵松体育馆开始。 而
三年之后， 拥有顶级设施、 便利交通和
丰富办赛经验的五棵松体育馆， 还将作
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场馆 ，

再度聚焦全世界的目光。

（本报北京 8 月 31 日专电）

■本报记者 谷 苗

青少年网球嘉年华开幕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上海劳力士大

师赛 10 月将如约而至。作为赛事推广活

动之一的 “上海劳力士大师赛青少年网

球嘉年华” 于 8 月 24 日至 9 月 1 日举

行。

大师赛球童选拔活动是此次嘉年华

的重要项目。通过嘉年华选拔的 20 位准

球童将在与上海网协合作的挑战赛期间

参加统一培训， 增强其基本技术、 传递

球、与主裁判配合等能力，通过进行上岗

筛选，全方面提高小球童们的专业素养。

嘉年华期间还举行了 “光明致优小小大

师训练营”活动。 经过九天对战后，训练

营积分最高的三位分组冠军，将以“小小

大师”的身份，获得大师赛期间与网球大

师近距离互动机会。 （吴雨伦）

在这场场面不尽如人意的比赛中， 郭艾伦依旧有着明星级的表现。 东方 IC

五棵松体育馆再次成为中国男篮冲击梦想的起点。 东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