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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15日电 对
中国男篮来说，今年的夏天着实有些
冷。2019 年篮球世界杯上，身为东道
主，又如愿被分入整体实力较弱的小
组，但手握天时地利的中国男篮最终仅
以2胜3负成绩排在第24位，且因净胜
分低于伊朗错失直接晋级东京奥运会
的机会。

夏天冷完冬天更冷。11 月底，国
际篮联公布东京奥运会男篮落选赛分
组结果，中国与希腊、加拿大、捷克、土耳
其和乌拉圭同组。在只有小组头名才
能晋级的赛制下，面对如此强敌，中国男
篮很可能自1984年来首次无缘奥运会。

怕出局？忽视问题与不足更可怕
就阵容配备来看，本届中国男篮球

员均是 CBA 联赛中顶尖的国内球员，
也都经过亚洲赛场历练，个人能力和比
赛经验都是国内球员中的佼佼者。

不过，就赛场表现来看，中国男篮
球员在强对抗、强压力下未能发挥出自
己在国内联赛、亚洲赛场上展现出的水
平。几场比赛都曾出现过这样的情景：
关键时刻谁都不敢攻，把球交给易建联
后落好位看他单打。而五名后卫“非常
规”配置也并未显露奇效，反而造成球
队战术变化范围窄、篮板球拼抢不占优
的情况。

球队整体配合默契度、战术执行能
力、关键球处理方面也多次暴露出短
板。其中，对阵波兰队那次边线球失误
就是例证。一套战术能否顺利完成，不
仅取决于教练组抉择是否正确，更取决
于场上球员能否做好挡拆、跑动和传接
球等细节。客观说，这次失误并非周琦
一人之责，而恰是中国男篮整体配合欠
佳例证。

正如中国篮协主席姚明所说：“我
们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一个教练
组可以解决的。”

中国男篮世界杯的失利，暴露出中
国在篮球理念演进、技战术发展和后备
人才培养等方面没能很好与国际篮球
接轨。随着国际篮联将奥运会资格和
世界杯成绩捆绑，中国男篮在与亚洲球
队竞争时，还需在对阵欧美、非洲球队
时有好战绩，以往“亚洲第一、万事大
吉”的时代已不复存在。

被迫走出“亚洲温室”的中国男篮
将面临世界级的竞争，这就要求中国篮
球目光长远，追上世界篮球发展脚步，
才能在未来自如地应对挑战。

换帅不为责难 当为男篮做长久计
世界杯后不久，中国篮协宣布李楠

不再担任男篮国家队主教练。李楠在
离职时曾表示，“诚恳地向所有为中国
男篮失望过伤心过的人说一声对不
起”。尽管在技战术层面上来说，李楠
在世界杯带队表现确实引起过争议，但
这一声致歉里包含着这名功勋老将对
中国篮球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为国出战，没有人想输掉比赛。男
篮换帅并不是一种责难，而应当是立足
当下，为男篮做长久计。

杜锋接任主帅也恰符合设立“红、
蓝国家集训队”的初衷，即让更多国内
球员、教练员得到锻炼和展示平台，以
竞争促进步。过去一年里，杜锋率广东
男篮时隔六年重回 CBA 王座，自己也
获评上赛季最佳教练员。这份经历给
了他足够底气在这样的时候接任国家
队主帅，他说：“中国男篮现在是最困难
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义无反顾地支

持，奉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作为 CBA 球队主教练，杜锋在选

材用材方面有一定优势，他能在漫长的
赛季中发现、观察、测试各支球队的国
内球员，以较长的时间段呈现出的整体
表现作为国家队球员选拔的参考。此
外，他还能通过联赛保持对临场指挥的
感觉，尝试战术的实战效果。而长期以
来广东男篮聘请的高水平外援、外籍教
练和工作人员也能给他提供一些来自
国际篮球的养分。

当局者迷。有些时候，对眼前短期
成绩的追逐会令我们忽视中国篮球长
远发展存在的短板。但这次几乎已成
事实的东京奥运会出局，让更多的中国
篮球人能够正视与国际篮球的差距，做
出逐步赶上的打算。

中国篮协在向杜锋提出的规划中，
希望2023年和2024年男篮能有一个变
化。杜锋本人更是坦言，明年6月的奥
运会落选赛难度更大，可以预见中国男
篮在个别场次结果会不太好看。但他
希望大家能关注球队的变化与成长，而
他自己“会更多考虑四年后世界杯和奥
运会梯队建设的球员，挖掘更多有能
力、有潜力的球员去感受世界大赛”。
出局瑕不掩瑜 改革路漫漫当步履坚定

男篮输掉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后，
曾有媒体记者向篮协主席姚明发问：

“如果要有一个人为中国队的成绩负
责，那应该是谁？”姚明只回答了一个
字：“我”。

有这样一位敢于担当的篮协主席
自然令人欣慰。但我们更应该反思，为
什么要迫切地为中国男篮的失利找一
个责任人？恐怕是长期以来“仅以成败
论英雄”的惯性使然。

早在世界杯开幕前，就有部分球
迷、媒体和篮球业内人士对中国男篮的
成绩有偏高预期，其原因恰恰是没能正
视中国男篮在与欧美、非洲球队竞争中
显露的整体性不足。因此，预期落空后
不少人急于寻找情绪的出口。因边线
球失误的周琦、因犯满离场的郭艾伦、
因几次布置“手枪”战术的李楠等等都
成为外界口诛笔伐的焦点。

纵观世界篮坛，任何一支强队都离
不开数量充足的篮球人口、科学规范的
青训体系、成熟开放的职业联赛和积极
健康的篮球文化氛围。中国虽在诸多
方面仍有不足，但自姚明担任篮协主席
后推行的多项改革，也催生了一些积极
的变化。

“红、蓝国家集训队”机制让更多年
轻球员崭露头角，回到俱乐部后得到重
用；新赛季的CBA联赛为国内球员设立

“工资帽”，并降低外援使用频率，迫使更
多国内球员承担更重要的任务；3人篮
球、校园篮球和小篮球的推广也让更多
的篮球爱好者享受到篮球运动的乐趣。

一次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奥运
会准“出局”，不能掩盖中国篮球改革已
获得的成绩；但中国篮球改革的成绩，
也不能掩盖我们和国际篮球最高水平
之间的巨大差距。改革路漫漫，只要沉
下心把步子踏稳，中国篮球就能慢慢走
上属于自己的高峰。

正如现任国家男篮主帅杜锋所说：
“中国篮球不是说一个教练员或一个姚
主席就可以改变的，也不是说用几年时
间就能解决的，可能真的需要几代人慢
慢完善。因为中国篮球的路还是很长
的。”

败走2019，中国男篮能否触底反弹？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2月16日19时，本

赛季欧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将进行抽签仪式。在
16强球队中，英超与西甲依然是最大赢家，两家各
自占据四个名额。意甲和德甲各占三席，法甲则
占据两席。

欧冠16强分别为：巴黎圣日耳曼、皇马、拜仁、
热刺、曼城、亚特兰大、尤文图斯、马竞、利物浦、那
不勒斯、巴萨、多特蒙德、莱比锡、里昂、瓦伦西亚
和切尔西。

有意思的是，这16支球队分别来自欧洲五大
联赛，这在欧冠历史上还是首次出现。

回顾小组赛可以发现，五大联赛的豪门球队
表现依旧非常强劲。去年的五大联赛冠军巴黎圣
日耳曼、拜仁、曼城、尤文图斯、巴萨都以小组头名
晋级淘汰赛，且至少在六场比赛中取得四场胜利，
这也证实了在欧冠赛场中各支豪门底蕴的延续。

拜仁则成为首支在欧冠小组赛取得全胜的德
甲球队，进 24 球丢 5 球，拿到了惊人的 19 个净胜
球，场均净胜对手超过3球，创造了欧冠历史上最
好的小组赛成绩。

英超冠军曼城连续第三年以小组第一身份晋
级欧冠淘汰赛，曼城本赛季在英超联赛表现不佳，
已经落后领头羊利物浦14分，但瓜迪奥拉的球队
在欧冠小组赛中依旧非常强势，从最新夺冠赔率
上看他们也是最大热门球队，瓜迪奥拉曾表示，曼
城本赛季在英超联赛已经很难追上利物浦，因此
过去两年折戟在欧冠八强的曼城势必会全力争取
欧冠奖杯。

意甲霸主尤文图斯在小组赛取得 5 胜 1 平的
不败战绩，萨里的球队在欧冠赛场交出了一份让
人满意的答卷，C罗则收获他个人在欧冠赛场的第
128球，本赛季小组赛打进两球的他一定企图在淘
汰赛上展现出自己欧冠之王的实力。

有六座金球奖加身的梅西存在，巴萨就一直
是这些年在欧冠赛场最有竞争力的球队之一，在
与国米、多特蒙德的死亡之组中，巴萨仍以 4 胜 2
平的战绩保持不败，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

卫冕冠军利物浦除了输给那不勒斯外，在小
组赛末轮有惊无险地锁定小组头名出线，克洛普
的球队仍然是欧冠16强中最令人胆寒的球队。

当年 C 罗离开皇马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
是不满意薪水远低于梅西，有人说是和皇马主席
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并不
意味着 C 罗从此和皇马彻底没有交集——要知
道C罗在皇马的九年时间里，为球队带来了四座
欧冠冠军，还有大大小小诸多荣誉，和一系列不
可思议的足坛纪录。C罗职业生涯最好的时光都
奉献给了皇马，在他心里，皇马定然有着其他球队
无法比拟的地位。

当初有媒体向 C 罗问道，如果尤文图斯和皇
马在欧冠赛场相遇的话会是怎样的一种境况，C罗
表示：伯纳乌是他多年的家，这座体育场对他来说
具有特殊意义，他并不会隐瞒对皇马以及皇马球
迷的感情，毕竟大家在一起经历了许多难忘的时
光。“如果有一天最终回到伯纳乌球场的话，希望
皇马球迷会对我表示欢迎，这是我唯一的期望。”C
罗说道。

如果在欧冠淘汰赛能与皇马相遇，这将会是C
罗加盟尤文图斯之后首次对阵“银河战舰”，这乃C
罗所念，更是球迷所想。

欧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抽签有三个原则：第
一，小组第二名对阵小组第一名；第二，同国球队
回避；第三，同小组球队回避。根据上述规则，也
就可以大概预测出豪门球队的潜在对手了。

巴萨的潜在对手基本锁定为：热刺、亚特兰
大、那不勒斯、里昂、切尔西。总体来说，这几支球
队都难以撼动巴萨的地位。皇马以小组第二晋
级，所以对手就普遍比较强：拜仁、曼城、尤文图
斯、利物浦、莱比锡。除了莱比锡，都不好应付。

曼城和利物浦都以小组头名晋级，因此形势
比较接近，曼城的潜在对手是：皇马、马竞、那不勒
斯、多特蒙德、里昂。利物浦更好一些，只是把那
不勒斯换成了意甲新军亚特兰大。

德甲豪门拜仁的潜在对手是：皇马、亚特兰
大、马竞、那不勒斯、里昂、切尔西。

巴黎圣日耳曼的潜在对手是：热刺、亚特兰
大、马竞、那不勒斯、多特蒙德、切尔西。

欧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将于2020年2月18日
打响，锁定小组头名的球队将先客后主进行两回
合较量。

欧冠淘汰赛：皇马恐遇尤文图斯
今日 19:00 欧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抽签仪式 20:00 欧联杯32强对阵抽签仪式

NBA昨日战报
马刺121：119太阳
篮网102：110猛龙
奇才111：128灰熊
快船106：109公牛
骑士108：125雄鹿
热火122：118独行侠
活塞115：107火箭
雷霆102：110掘金
12月16日
06:00 黄蜂VS步行者
07:00 76人VS篮网
07:00 湖人VS老鹰
09:00 尼克斯VS掘金
09:30 国王VS勇士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记者刘扬涛 吕梦
琦）在15日进行的CBA联赛第17轮中上演了多场

“以下克上”的好戏。其中，北控以126：111将联赛
“领头羊”广东男篮掀翻在地，终结了对手的12连
胜；山东男篮以116：107力克联赛排名第二的新疆
男篮，送给对手主场首败。

北控坐镇主场迎来广东队的挑战，弗格一开场
就状态不俗，连投带罚拿到 7 分帮助主队占得先
机，首节他们以36：30领先。第二节北控一度将分
差拉开到12分，但广东队此后连续打出反击缩小
分差，半场结束他们以61：68落后。

易边再战，广东队一度将分差缩小到1分，但
北控很快依靠汤普森的内线强攻稳住阵脚，并在本
节末段打出一波10：0的进攻高潮，再次将比分拉
开。末节广东队几度发起反扑，但北控始终掌控着

场上的局势，最终他们以126：111取得三连胜。
五连胜的山东男篮挑战新疆队的“魔鬼主场”，

首节新疆队先发制人，周琦、可兰白克等人相继命
中三分，帮助主队取得28：21的领先。次节山东队
开始反击，哈德森用罚球帮助客队完成反超，此后
双方陷入拉锯战，半场结束前哈德森抢断后追身三
分命中，山东队以56：52领先。

易边再战，新疆队一度将分差缩小到1分，但山
东队依靠双外援的发挥将分差再次拉开，三节战罢
他们以89：77领先。第四节新疆队依靠米卡的内线
强攻将分差缩小到个位数，但哈德森用三分球及时
为山东队止血，最终山东队以116：107赢得六连胜。

青岛以105：96击败山西；福建以114：77大胜
深圳；江苏以114：113险胜天津；八一以81：92不敌
四川。

““以下克上以下克上””之夜之夜 广广东新疆皆“翻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