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
15:30加拿大VS塞内加尔
16:00巴西 VS 黑山
16:30土耳其 VS捷克
16:30德国 VS 约旦
19:30立陶宛 VS澳大利亚
20:00希腊 VS新西兰
20:30美国 VS日本
20:30多米尼加 VS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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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9月3日电 (记者李博
闻 吴书光 王沁鸥)很多人会想到，这届
史上最“低调”美国队的夺冠之路将困难
重重，但没有人想到，困难会来得这么早。

美国队赛前训练时轻松写意，随
着比赛的推进，每个人、包括见过大世
面的波波维奇表情都渐渐凝重。相
反，现场球迷则是越来越兴奋，第三节
开始，迟迟打不开局面的美国队的进攻
开始被嘘，而每次土耳其队的进攻都会
收到全场欢呼，年仅24岁的土耳其锋
卫摇摆人奥斯曼甚至开始享受全场
MVP的欢呼礼遇。这样的场景确实罕
见，许久没有见到梦之队在国际赛场如
此狼狈。土耳其虽然最终憾负，但他们
确实称得上今晚的英雄，为球迷奉献了
一场精彩绝伦、血脉贲张的感官盛宴，
难怪有球迷赛后兴奋地大喊：“今夜我
们都是土耳其球迷。”

这场土耳其确实打得好，转换进
攻打得很快，外线三分频频发难。除
了奥斯曼，效力雄鹿的伊利亚索瓦内
外开花，科尔克马兹外线手感火热，后
卫马赫穆托格鲁蝴蝶穿花的串联和个
人终结能力甚至让人想起当年在国际
赛场呼风唤雨的希腊小后卫斯潘诺里

斯。这样的土耳其队让同样喜欢打快
的美国队很难受。而从纪律严明度和
默契程度来看，土耳其也更胜美国一
筹，频繁的挡拆，掩护，溜底线，土耳其
队打得颇有章法，相比之下，美国队则
更多地依靠沃克、塔图姆等人的个人
能力取分。

来世界杯前，内线就是这支美国
队被质疑最多的地方，与土耳其一战
更是暴露了问题。普拉姆利被波波维
奇雪藏，真正的中锋只有特纳和洛佩
兹。面对欧洲球队强悍的内线，如今
更喜欢开发三分技能的洛佩兹没有太
多建树，只得到4分。特纳是个依靠身
体天歕赋的内线，策应能力、大局观和
欧洲顶级中锋也不在一个档次。这场
美国队的篮下得分只有20分，比土耳
其队足足少了18分。

可以想见，当对上拥有顶级中锋
的欧洲列强时，约基奇的塞尔维亚、加
索尔的西班牙、“字母哥”的希腊，都会
让美国队内线相当难受。而雪上加霜
的是，塔图姆这场脚踝遭遇扭伤，塔图
姆的终结能力对于美国队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他的伤情未定也为这支美国
队的夺冠之路又蒙上一层阴云。

新华社上海9月3日电（记者王沁鸥、李博闻 吴
书光）在3日进行的2019年篮球世界杯E组小组赛对
土耳其队的比赛中，美国队首发后卫塔图姆于加时赛
最后时刻脚踝受伤，伤情将接受进一步检查。

回放显示，比赛还剩8.3秒结束时，土耳其小前锋
奥斯曼两罚不中，塔图姆拿下篮板后运球到前场传给
米德尔顿，后者造成对手犯规，但塔图姆却倒地并随
即下场。美国队主教练波波维奇在赛后新闻发布会
中表示，塔图姆左脚脚踝扭伤，但进一步的伤情需要
进行复查才能确认。

新华社纽约9月3日电（记者王集旻）在3日进行
的一场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

“一姐”、赛会18号种子王蔷以1:6和0:6不敌23个大
满贯单打冠军得主、美国名将小威廉姆斯，无缘四
强。赛后王蔷表示，未来将继续加油，目标是成为大
满贯冠军。

王蔷本次美网表现出色，击败了包括新科法网冠
军、澳大利亚的2号种子巴蒂在内多位强敌杀入八强，
这也是她征战大满贯赛事的最佳战绩。本赛季的迈
阿密网球赛上，王蔷和小威职业生涯首次遭遇，不过
当时小威因伤退赛，王蔷不战而胜。

本次较量前王蔷曾表示，能和小威这样的绝顶高
手打比赛非常难得，结果如何并不重要。然而，这场
比赛却变成了一边倒，让王蔷赛后直呼无可奈何。实
战中，在小威势大力沉的击球面前，中国“一姐”完全
处于下风，仅仅抵抗了44分钟，王蔷就输给了对手。
面对小威的无解进攻，王蔷全场一记制胜分没有，仅
在首盘第6局保发成功。

谈及和小威这场比赛，王蔷坦言差距很大，对手
“真的很厉害”，“力气太大了”。

“小威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她的力量，她在任何
一个方面给我的压力都非常大，我觉得我根本没办法
应对她的冲击，各方面都遭到限制，没有发挥出自己
的东西，进攻也没有对小威造成威胁，更没有时间去
适应比赛。”王蔷说。

尽管如此，女单八强也是王蔷征战大满贯赛事的
最佳战绩，本赛季的四大满贯赛事中王蔷的整体表现
也非常出色，王蔷表示“将尽最大的努力继续加油，争
取下赛季的大满贯赛场继续有所突破”。

本赛季包括王蔷、郑赛赛、王雅繁在内的多名中
国选手都有所突破，王蔷对此表示中国网球的发展将
会越来越好。“中国女网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席之地，
整体有一定的水平，有很多排名前100位、前50位球
员，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可以鼓励年轻球员，让他们
看到希望。既然我们可以，他们也同样可以做到。”

“这次美网还是很有收获，最重要的就是内心变
强大了，未来我会尽力做好自己，不要给自己留下遗
憾。我的目标就是获得大满贯冠军。”王蔷说。

小威的23个大满贯冠军中，有6个来自美网比赛，
而本场比赛也是小威在美网取得的第100场单打胜利。

新华社纽约9月3日电（记者王集旻）在3日进行
的一场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12号种
子、中国选手郑赛赛和段莹莹以 4:6、3:6 不敌 4 号种
子、比利时人默滕斯和白俄罗斯名将萨巴伦卡的强强
组合，无缘女双四强。

郑赛赛、段莹莹

止步美网女双八强

新华社纽约9月3日电（记者王集旻）美国网球
公开赛 3 日开始了单打半决赛的争夺，赛会 3 号种
子、38岁的“瑞士天王”费德勒同保加利亚好手迪米
特洛夫苦战五盘，最终遗憾出局。迪米特洛夫目前
世界排名仅为第78位，此前同费德勒的七次较量中
无一胜绩，七场较量中迪米特洛夫甚至只赢下两
盘。然而，当日进行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中，迪米特
洛夫战斗力惊人，最终以3:6、6:4、3:6、6:4和6:2爆冷
击败费德勒，职业生涯首次进军美网男单四强。费
德勒本场比赛犯下61次非受迫性失误，14个破发点
中仅成功破发四次。

这样的美国队能夺冠吗这样的美国队能夺冠吗？？

无缘美网四强，王蔷：

我的目标是大满贯冠军我的目标是大满贯冠军

费德勒美网爆冷遭淘汰费德勒美网爆冷遭淘汰

塔图姆伤情需进一步确认塔图姆伤情需进一步确认

中国男篮生死战崩盘无缘16强

本报综合消息 以1胜2负战绩结
束首阶段小组赛征程后，中国男篮将
带着与科特迪瓦的胜场优势，进入次
阶段小组赛的M组，并会在6日、8日
两天接连面对B组后两名韩国与尼日
利亚。由于亚洲球队在本届男篮世界
杯整体表现不佳，全部落入 17-32 位
的排位赛阶段，中国男篮接下来还将
为明年的奥运门票担忧。

根据FIBA的排名规则来看，第一
阶段小组赛没有出线的16支球队，将
会被重新分为四组，其中 A 组垫底的
中国队和科特迪瓦队，将会和 B 组排
在后两位的韩国男篮、尼日利亚男篮，
重新被编排在M组。由于第一轮小组
赛的成绩将会被带入下一轮，因此，中
国男篮不会再与科特迪瓦男篮进行比
赛，而将会与韩国男篮和尼日利亚男
篮进行两场小组赛。

按照赛制规定，
2019 男篮世界杯将产
生 7 张直通东京奥运
会的门票，分别来自
五大洲。其中，美洲、
欧洲各两席，亚洲、非
洲、大洋洲则各占一
席。本届比赛中，奥
运会决赛圈的晋级名
额将由各大洲排名最

前列的球队获得。
亚洲 6 队中，奥运会东道主日本

不参与竞争，中国男篮当然希望可以
力压伊朗、韩国、约旦、菲律宾，成为男
篮世界杯上表现最好的那支亚洲球
队，提前将东京奥运入场券收入囊中。

如果说与亚洲老对手韩国队的较
量，中国稍占优势，那么3员NBA球星
压阵的尼日利亚，又是挡在中国前行
道路上的一道屏障。而对比亚洲竞争
对手的分组形势，即将与安哥拉、菲律
宾交手的伊朗，是中国男篮最大的威
胁。

自1984年以来，中国队从来没有
缺席过奥运会。中国队目前的最大优
势就是小组赛时战胜过科特迪瓦队，
是亚洲球队中唯一取得一场胜利的，
如果中国队能够连续战胜韩国和尼日

利亚队，将确保以亚
洲最好成绩拿下入场
券。但尼日利亚队实
力并不弱，4日以108：
66的大比分轻松战胜
韩国队，就是证明。
如果排位赛中只赢一
场，那么就不能确保
亚洲第一，而要看其
他亚洲球队的最终成
绩。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林德韧 汪
涌）在4日进行的2019年篮球世界杯A组最
后一场较量中，中国男篮以59：72不敌委内
瑞拉队，以1胜2负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三，无
缘16强。

本场比赛，平均身高占优的中国男篮在
篮板球上被对手以49：28碾压，整场比赛全
队命中率仅有33.3%，三分线外更是只有32
投7中。

本场比赛可谓是中国队的生死战，由于
在小组赛第二场不敌波兰队，中国队在本场
比赛之前与委内瑞拉队同为一胜一负，本场
的胜者将晋级16强。

开场之后中国队手感冰冷，先后4名队
员在三分线外尝试出手，但仅有周琦命中。
面对全队第一高度仅有2米05的对手，中国
队并未对后场篮板进行有效保护，首节篮板
球就以6:14落后。委内瑞拉队主力得分手古
里恩特里突外投颇为活跃，帮助球队不断拉
开比分。在委内瑞拉队控卫格里高利·巴尔
加斯命中一记中投后，委内瑞拉队将优势扩
大到14分。

第二节中国队先后派出孙铭徽和阿不
都沙拉木力图加强进攻。本节末段，中国队
外线终于打开，赵继伟连续命中两个三分
球。但对方外线手感依然火热，中国队上半
场以23：33落后10分。

下半场开场后，委内瑞拉队继续着在中
远投上的稳定表现，而中国队则终于找到了
进攻感觉，王哲林和赵继伟相继命中，双方
分差缩小至5分，重新燃起取胜希望。不过委
内瑞拉队的科梅纳雷斯关键时刻连得5分，遏
制了中国队的追分势头，双方差距重新回到两
位数。篮板球上的劣势使中国队始终无法组织
起连续攻势，委内瑞拉队逐渐将优势扩大到15
分。第四节中国队开始更多尝试三分球，但无
奈命中率不佳，最终以13分之差败北。

本场比赛方硕拿到全队最高的13分，赵
继伟拿到12分，易建联拿到11分，作为主要
攻击手之一的郭艾伦7投0中，仅靠罚球拿
到1分。委内瑞拉队的主力投手古里恩特拿
到全场最高的15分。

下一阶段中国队将进入 17-32 位排位
赛，比赛地点为广州，对手将分别是尼日利
亚队和韩国队。由于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
上整体战绩不佳，中国队依然有以亚洲成绩
最好球队的身份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的可能性。

方硕赛后表示：“很遗憾输了，但我们后
面还有比赛要打，希望能够打好交叉赛，争
取能拿到我们能做到的最好成绩。”

李楠李楠：：

中国队与欧美强队
整体差距仍然很大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汪涌、林
德韧、王浩宇）中国男篮主教练李楠4日晚
在篮球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球队不敌委
内瑞拉队后总结说，中国队与欧美强队的
整体差距仍然很大。

李楠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队
为这场比赛做了很多准备，很遗憾还是输
给了对手。这场比赛中国队在进攻端表现
得很紧，尤其是上半时做得不好，给自己挖
了很大的坑。下半时情况有所好转，但对
手很有经验，没有给中国队太多机会。

李楠说，从这次世界杯小组赛的情况
来看，我们与欧美强队在身材、力量等方面
的差距仍然很明显。虽然内线球员在身高
上有一定优势，但总体对抗能力差。这场
比赛，中国队输给对手很多篮板球，既体现
了球员们反应不够快，另外也是在拼抢中
不占优势。

李楠认为，从中国队球员这场比赛的
表现来看，上一场与波兰队拼到最后遗憾
失利，还是对他们心理上产生了不利影
响。与委内瑞拉队的这场比赛，中国队内
线的身高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主要是
对方针对性防守做得很好，他们放中国队
的外线，重点收缩内线防守。中国队内线
很难接到球，外线又难得分，这是失利的重
要原因。

中国队将中国队将打排位赛争奥运门票打排位赛争奥运门票
战韩国和尼日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