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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的排位赛也将进行最后4场
比赛：O组日本-黑山，土耳其-新西兰；
P组约旦-塞内加尔，德国-加拿大。

在本届杯赛中，6 支亚洲球队迎
战欧美球队无一胜绩，此番日本队挑
战黑山队，能否给亚洲球迷带来惊喜
也将是当日赛事的一大看点。

从纸面实力来看，黑山队占优。
但作为两队在本届杯赛中的收官战，

心理、经验、求胜欲等因素对赛事的
结果将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作为
东京奥运会的东道主，日本队若在奥
运会开幕前的最后一场男篮国际大
赛中遭遇五连败，多少也会颜面无
光。因此，为奥运会东道主荣誉而战
的日本队并非毫无获胜希望。

在前 4 场比赛中，已遭遇四连败
的塞内加尔队场均获得63.3分，是32

强中得分最少的球队，约旦队则将在
最后一场比赛中迎来获得本届杯赛
首胜的最好机会。

土耳其与新西兰之战，堪称排位
赛中的“巅峰对决”，这两支均在世界
杯(世锦赛)上创造过辉煌的球队虽然
命运不济跌落排位赛，但如今仍有跻
身16强的实力。

土耳其队经过加时赛1分憾负美

国队，创造了国际篮坛的经典战例，
但这艰难一战似乎也耗尽了前世锦
赛亚军的元气，直接导致了其在小组
赛中出局。此番土耳其队若再不能
打起精神，恐将在大洋洲悍将的暴打
下再遭败绩。

德国队与加拿大队势均力敌，这
场赛事胜利的天平将倾向于更尊重
比赛、更有求胜欲望的队伍。 中新

捷克希腊生死之战 杯赛新军能否一黑到底
北京时间9日，2019男篮世界杯将进行淘汰赛前的最后8场比赛，陷入混战的K组4支球队将争夺最后两个八强名额。

当日的 16 强复赛将进行最后 4
场比赛：K组捷克-希腊，美国-巴西；
L组多米尼加-立陶宛，法国-澳大利
亚。

澳大利亚和法国队已提前占据L
组的两个 8 强名额，因此当日赛事的
焦点是 K组的两场比赛。其中，希腊
队将在与捷克之战中检验本届杯赛
中最大黑马的成色。

1993年才组建的捷克男篮是第一
次参加世界杯(世锦赛)，这支杯赛新军
在预选赛上就先于西班牙、法国等欧
洲豪门晋级决赛圈，初露黑马之相。

他们在小组赛上淘汰实力强大的
土耳其队跻身16强后，又力克巴西队，
成为本届杯赛的最大黑马。这支国际
篮坛的新势力阵容整齐，能拼善打。

今夏刚从奇才队转会至公牛队的萨托
兰斯基场均贡献15.8分、5.5个篮板、7
次助攻，无愧于“捷克灵魂”的称号。

希腊队在本届杯赛上的表现却
让人有些失望。他们负巴西、6 分险
胜新西兰才赶上16强的末班车。7日
晚迎战美国队，则全程陷于被动追分
的境地。备受期待的 NBA 常规赛新
科MVP“字母哥”个人能力毋庸置疑，
但与全队的融合显然不够。

此番迎战士气正高的捷克队，希
腊队若负则将彻底断送晋级8强的希
望。若胜，还需至少领先 8 分以取得
净胜分的优势，并寄望美国队战胜巴
西队。

从本届杯赛开始前，美国队就因
其平民化的阵容而令球迷失望。至

比赛开始，美国队的表现也“恰如其
分”地“配合”了外界的质疑。除了迎
战日本队取得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
外，其它三场都陷入与对手的缠斗
中。尽管如此，四连胜的美国队对赛
事的掌控能力，以及由 12 名 NBA 球
员组成的整齐阵容仍让其他球队望
其项背。

在杯赛新军捷克队的冲击下，平
均年龄30岁以上的巴西队已显老态，
此番面对仍未确保出线的美国队，巴
西队获胜希望渺茫。

此役美国队若胜，将以小组第一
的身份挺进 8 强，捷克队只要获胜也
将顺利晋级。

多米尼加和立陶宛队已双双无缘
8强。虽然均遭淘汰，但两队的处境截

然不同——立陶宛队是在近五届世界
杯(世锦赛)上首次无缘8强，多米尼加
队则实现了该队晋级16强的目标。

本届杯赛让德国队提前“下课”
的最大冷门就是由多米尼加队制造，
但此番面对实力更为强大的立陶宛
队，多米尼加队恐怕爆冷无门。

已携手晋级八强的法国和澳大
利亚队将争夺L组的头名。该组的第
二名将在8强淘汰赛中遭遇K组的第
一名，很可能是美国队。

再平民化的美国队也是其它各
队忌惮的对手，因此此役双方必定全
力以赴，力争小组第一。目前，澳大
利亚和法国队在 32 强战力排行榜上
分别位居第三和第五位，这场势均力
敌的较量谁胜谁负都在情理之中。

16强复赛：希腊队检验黑马成色 法国澳大利亚强强对话

排位赛：日本队力争亚洲球队对欧美球队的首胜

国际篮联 8 日官方声明表
示，在 7 日结束的篮球世界杯第
二阶段小组赛L组法国险胜立陶
宛的比赛中，最后阶段立陶宛队
关键罚球理应判罚法国队干扰
球，裁判出现漏判。这场比赛的
胜负直接导致同组法国、澳大利
亚携手晋级八强，而立陶宛和多
米尼加队无缘四分之一决赛。

针对在比赛最后阶段出现的
一个关于干扰球的争议判罚，国
际篮联在官方社交媒体上声明表
示：“9 月 7 日结束的篮球世界杯
法国与立陶宛之间的比赛，在第
四节还剩下 30.8秒，立陶宛 17号
球员约纳斯·瓦兰丘纳斯的最后
一次罚球尝试中，法国队27号球
员鲁迪·戈贝尔在抢篮板时，在球
还未碰到篮筐的时候就触碰了篮
筐。正确的判罚应该是判罚干扰
球且立陶宛罚球得分有效。这场
赛事中的裁判将被禁赛，不会再
被允许执裁本届篮球世界杯剩下
的任何比赛。”

在 7日与拥有诸多美职篮球
星的法国队的比赛中，立陶宛发挥
足够出色，瓦兰丘纳斯罚球时立陶
宛队仅落后法国队2分，一罚命中
后因干扰球漏判，未能追平比分。

当晚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无论是立陶宛队主帅还是瓦兰丘
纳斯，都对此次漏判感到非常愤
怒。 据新华社

国际篮联：法国与
立陶宛比赛裁判漏
判法国队干扰球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高鹏报道 中国男篮终于结束
了在本届男篮世界杯上的全部征
程。尽管在赛前对于最终输球的结
果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当中国队真的
遗憾地输掉比赛，并且失去了直通东
京奥运会资格的时候，依然令人忍不
住一声叹息。

在昨晚结束的 2019 年男篮世界
杯排位赛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
73:86的比分不敌尼日利亚队，从而以
2胜 3负的战绩结束了本届世界杯上
的全部比赛。他们将以 M 组第二的
身份落位在第 21-24名之间，但具体
的名次还需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排位
赛全部结束才能确定。

本场比赛面对实力明显强于自
己的尼日利亚队，中国队还是做了比

较充分的准备，也在开局的首发阵容
上做出了很大的调整。这些准备和
调整，在比赛的开局阶段取得了比较
好的效果，一度在场上还取得了比分
的领先。

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尼日利亚
球员的个人能力逐渐体现出来，很多
时候中国队的防守并没有犯什么错
误，但却总是被对方凭借超强的个人
能力来攻破。而中国队自己的进攻
则很难延续一个稳定的状态，在尼日
利亚队比较强硬的防守和坚决收缩
内线的策略下，显得比较艰难，只能
依靠短暂的爆发和对方一直僵持。

但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尼日利亚
队的奥科吉体现出了球星的价值，他连
续几个回合里稳健的发挥，将领先的优
势重新扩大到两位数，让中国队最后追

赶比分的希望彻底破灭。最终，中国队
只能无奈地接受失败的结局。

在中国队输掉比赛的同时，由于
另一场排位赛中伊朗队大比分击败
了菲律宾队，因此中国队在与伊朗队
战绩相同的情况下，都成为了各自小
组的第二名，直接比较本届世界杯上
的净胜分，而中国队的净胜分已经明
显落后于对手，所以只能目送伊朗队
上升为成绩最好的亚洲球队，自己则
失去了直通东京奥运会的资格。

虽然中国队还有机会参加奥运
资格落选赛，但是落选赛的难度其实
远比男篮世界杯要高，本届世界杯上
表现出色的土耳其、德国、加拿大等
球队几乎都要参加，而24选4的残酷
争夺，对于中国队来说只能是一个遥
不可及的希望。

最后一战不敌尼日利亚队
中国男篮无缘直通奥运

中国男篮终于结束了自己在本
届男篮世界杯上的全部征程。从最
终的结果来看，中国队既没有展现出
重返8强的希望，也错失了杀入16强
的机会，最后更是没有把握住直通东
京奥运会的门票，可以说是一次彻底
的失败。

当昨晚与尼日利亚队的比赛进
入到最后十几秒的时候，比赛已经变
得毫无悬念，双方球员在场上耐心地
等待着时间耗尽，而此时球场内的近
万名中国球迷却用齐声高喊“李楠下
课”，来宣泄着自己内心的失落与愤
怒。

在中国男篮的历史上，被全场球
迷直接高呼下课的国家队主帅其实

并不算多，所以这一次李楠能够遭遇
到这样的“待遇”，足可以看出球迷们
对于中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表现的
不满意。而李楠在用兵和布阵上的
一些争议，则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声
音。

从中国队的赛程来看，其实在世
界杯开始之前一致被外界认为是“上
上签”，相对来说被分在了一个实力
最弱的小组，有很大的机会直接通往
16强。但是比赛的过程，却让中国队
的形势一路下滑，从惜败波兰队之后
几乎每一场都成为了决定命运的生
死之战。

而在这个过程中，李楠始终采用
的三后卫配双塔阵容，受到了非常大

的质疑，因为中国队虽然利用双塔充
分发挥了内线优势，但是因为三后卫
的外线配置，反而将整体身高和对抗
方面的优势拱手让出，最终导致在同
委内瑞拉队和韩国队的比赛中，球队
都打得无比艰难。

同时，本届世界杯上中国队的锋
线基本只靠翟小川一个人来支撑，这
也是球队大量时间采用三后卫的原
因，但是被带到世界杯赛场的12人中
仍然有阿不都沙拉木和可兰白克这
样两名在此前集训阶段有着出色表
现的锋线球员，但是却始终遭到李楠
的弃用。这一点，更是引起了很多球
迷的不满。

无论身为主教练的李楠对于这

次世界杯上战术布置有着怎样的考
虑，但是当比赛的过程和比赛的结果
都不具有说服力，甚至产生了很大争
议的时候，自然也就免不了要接受来
自各方的质疑，甚至说应该承担起很
大程度的责任来。

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告别了这届
世界杯，甚至有可能也是告别了明年
的奥运会，这对于正处于上升期的男
篮，包括欣欣向荣的 CBA 联赛来说，
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会在
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得到这样一个结
局，是中国男篮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
必须要好好反思和总结的。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高
鹏

主帅用兵饱受质疑 球迷高喊“李楠下课”

9月8日，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在中场休息时退场。

9月8日，中国队主教练李楠在场
边指挥。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相关
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