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大利 92：61 安哥拉

委内瑞拉 87:71 科特迪瓦

尼日利亚 81:94 阿根廷

突尼斯 79:67 伊朗

塞尔维亚 126:67 菲律宾

中国 76:79 波兰

韩国 73:87 俄罗斯

波多黎各 63:73 西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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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金花王蔷从美网给球迷带来重大捷报！

在9月2日展开的女单1/8决赛较量中，

中国金花独苗王蔷挑战前世界第一、新

科法网冠军巴蒂，结果王蔷化解了全部

9个破发点并以6：2、6：4横扫对手。 获胜

后王蔷职业生涯首进大满贯八强，她也

成为李娜、郑洁、彭帅和张帅后，中国晋

级大满贯赛事8强的第五位选手。

本次美网2号种子巴蒂本次美网发

挥并不稳定， 但此前两人此前交手两

次，全部是巴蒂获得胜利，且未失一盘。

可从赛后复盘来看， 这次美网遭遇战

中，王蔷的发挥要远胜于巴蒂。 在关键

分上面， 王蔷全场比赛送出了9个破发

点， 其中有三次是15：40面临连续两个

破发危机，但是她都一一化解。 关键时

刻出手果断，发球状态在线，王蔷成功

的顶住了压力。

除了关键分，王蔷在非受迫性失误

这一环节上也十分出色。 以往面对巴蒂

多变的球路， 王蔷通常都显得办法不

多；但是这场比赛上王蔷贯彻战术十分

坚决， 找到了对付巴蒂反拍切削的办

法， 这也导致巴蒂自己越来越急躁，失

误居高不下。

“做得最好的就是心理方面， 很强

大。 还有就是执行了赛前所计划的。 教

练就一直提醒我专注 ，being mentally

strong

（心理要强大）

。 ”王蔷赛后接受采

访时说。

下一场王蔷将挑战前赛会冠军小

威， 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安排在阿瑟·阿

什球场。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迈阿

密赛上，小威曾赛前退赛，送王蔷晋级

16强。“我觉得能交手就挺好了。其实一

直挺希望和她交手的，因为这么优秀的

运动员，在生涯期间能和她交手，不管

结果如何，我觉得都挺开心的。 ”王蔷表

示自己很期待与小威一战。

爆冷击败新科法网冠军晋级

首进美网8强，王蔷将战小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正所谓

“贵人招风雨”———昨日这个风雨交加

的下午，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西南广场

的篮球世界杯嘉年华人头攒动， 球迷

们在等待着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

杯全球大使、NBA传奇球星德克诺维

茨基的到来。 德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是第一次来广州， 在广州塔上对广

州感到非常震惊———广州太美了。

下午五时许， 德克抵达广州赛区

嘉年华的活动现场， 现场已经有不少

球迷拿着他的球衣以及海报焦急等

待， 德克下车后十分亲切地与球迷们

互动、签名。 随后还与广州的篮球青少

年进行指导，得到巨星的指点，孩子们

都表现得十分兴奋。

广东省内有4个男篮世界杯的承

办城市， 作为省会城市的广州也拥有

无数业余篮球爱好者， 德克现场分享

自己的经验，“勤奋练习很重要， 要从

最基础的练习开始，比如体能、左右手

运球能力，练完这些之后再上球场，一

点点增加自信心，达成自己的目标。 ”

对于本届世界杯，德克预测美国、

西班牙、 塞尔维亚是大热，“本届世界

杯还是有很多强队， 最有夺冠可能的

还是美国队， 虽然开赛之前很多队员

因伤问题退出，但凭借他们的经验，美

国队有很大几率夺冠， 广东赛区的西

班牙、 塞尔维亚队都是很有可能争夺

冠军的， 我昨晚看了法国对德国的比

赛，这两支队也非常强劲，这几支球队

都有夺冠的实力的。 ”至于中国队，德克

认为中国队也是实力不俗，看好中国队

打进1/4决赛，甚至有希望走到决赛。

尽管第一次来到广州， 但德国人

对广州的印象非常好，“我非常喜欢广

州，今天中午去了广州塔，当时的感觉

就是震惊， 广州竟然是一座那么漂亮

的城市。 ”昨晚，德克还来到广州赛区

的广州体育馆， 观看了西班牙与波多

黎各的对决。

德克·诺维茨基亮相广州赛区

“老司机”惊叹：广州如此漂亮！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中国

男篮昨晚在小组赛与波兰的强强对

话中败下阵来，他们在加时赛上以76:

79惜败。 中国男篮将在周三晚上8:00

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委内瑞

拉队，中国男篮只有获胜才能从小组

出线。

两次边线球失误成致命伤

中国男篮沿用了上一场郭艾伦、

赵继伟、翟晓川、周琦和易建联的先

发阵容， 但是和上一场不一样的是，

中国男篮开局并没有出现慢热。 开局

三分球3中3， 投篮8中6， 中国男篮以

16：9开局。 易建联更是开场连得7分，

首节中国男篮25:15领先对手10分之

多。

但比赛风向从第二节发生改变，

第二节打了3分钟不到， 中国男篮主

帅李楠就要求暂停比赛。 中国男篮当

时遇到两个麻烦， 一是进攻不畅，王

哲林在内线打不开局面；二是防守不

稳， 被对方前锋波尼卡频频进攻得

手。 丁彦雨航和周鹏因伤缺席这次世

界杯，中国男篮小前锋位置上的软肋

在强敌面前被放大了。

半场结束前2分17秒，波兰底线命

中三分球，将比分追至32:35，李楠再

次要求暂停。 可暂停过后，波兰连中

两球，波兰36:35反超比分。 半场结束，

波兰39:35反超4分， 波尼卡半场拿下

了15分，中国男篮无人得分上双。

郭艾伦和易建联早早就 3次犯

规，第二节下半段基本没打，结果第

二节波兰了一个24:10。 下半场形势继续

恶化，第三节打到一半，郭艾伦拿到

第5次犯规。 被罚下的郭艾伦，回到替补

席时，疯狂击打着广告板发泄不满。

可让人意外的是，中国男篮被迫

无奈之下换上的第5后卫孙铭徽成为

了奇兵，他在防守端出色的发挥帮助

中国男篮咬住了对手。 赵睿第4节结

束前4分钟命中一记三分球，将比分改

写成63:61； 第4节结束前1分33秒，易

建联命中三分球帮助中国男篮领先2

分； 第4节结束前7秒中国男篮仍然以

72:71领先。 但中国男篮没能坚持到最

后，第4节结束前4.2秒，周琦前场发边

线球，结果赵睿被波尼卡抢断，赵睿

犯规送波尼卡上罚球线。 波尼卡2罚1

中，比分72:72，比赛进入加时。

加时赛中国男篮再次出现致命失

误，比赛结束前9.8秒时中国男篮以76:

78落后， 结果赵继伟发边线球5秒违

例，中国男篮只能吃下苦果。

周三最后一战许胜不许败

按照国际篮联的规则， 胜一场比

赛积2分，负一场比赛积1分。两轮比赛

过后，波兰队两战全胜积4分，中国男

篮和委内瑞拉1胜1负积3分，科特迪瓦

两连败积2分。 科特迪瓦已经提前出

局， 波兰队已经提前一轮出线。 中国

男篮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是委内瑞

拉，两队中的胜方将必定小组出线。

“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了，还是要把

注意力放在下场比赛。”全场拿下24分

最高分的易建联赛后没有必要纠结于

这场惜败了，“确实有很多地方需要总

结，我们一直都相信自己，但最后还是

要用成绩说话。 ”

3分惜败波兰

中国男篮倒在最后一刻

▲

诺维茨基现身广州。

荩

女球迷现场为西班牙球星卢比

奥打气。 组图 陆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