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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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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外

界认为将与美国男篮在世界杯决赛

一争高下的塞尔维亚男篮被爆冷淘

汰了。 男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昨

日开打，阿根廷以 97：87 击败了塞尔

维亚后挺进 4 强。

塞尔维亚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

门之一。 在上一场输给西班牙之前，

他们 4 场比赛一共赢了对手 163 分

之多，连美国队都只能望尘莫及。 不

过，由于输给了西班牙，只能小组第

二， 塞尔维亚四分之一决赛不得不

碰上状态正佳的阿根廷。

阿根廷是一块“硬骨头”，此前

他们 5 战全胜， 没有悬念地以第二

阶段的小组第一出线， 但他们一直

没有经历过强队的洗礼， 打硬仗的

水平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阿根廷和塞尔维亚两强相遇，

阿根廷身高吃亏，但灵活敏捷，外围

很准；塞尔维亚显得厚重，篮下占绝

对优势，两队都发挥了自己的特点，

开场后大举对攻。 阿根廷首节就以

25：23 领先，随后一路领跑直至笑到

最后。

“阿根廷的坎帕佐主宰了比赛，

他一直在得分，他应该是个传奇球星

了。 他确实是对阿根廷的取胜做出

很大贡献，他们值得赢得这场比赛。”

赛后塞尔维亚主帅乔尔·杰维奇复盘

时说道。 阿根廷全场投中 12 记三分

球， 其中 39 岁的老将斯科拉拿下了

全队最高的 20 分， 他的队友坎帕佐

除了有 18 分进账外，还收获了 12 次

助攻和 6 个篮板。

被中国球迷成为“约老师”的塞

尔维亚球星约基奇昨天个人的表现

也不差，他拿下了 16 分和 10 个篮板

球的两双数据。

而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同样效

力于 NBA 的别利察试图掩饰自己

内心的失望。“我们在精神上没做好

准备，这次失败，让我们很难受。阿根

廷是比我们更有求胜欲。 我们是很

好的球员，很想赢得比赛，但是我们

的方式错了。 我们没有低估对手，我

们知道如何应对压力，但方式战术不

对。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绣

林康体第9届广东省五人足球城市

冠军杯赛上周日在番禺新安菲客足

球公园圆满落幕。 来自广东省18座

城市的32支球队经过68场比赛，来

自湛江的廉江断箭队以6:4战胜佛山

湛江安铺鸡队夺得城市英雄杯

（流

动杯）

———五足景德青花

斝

。 广州铭

途队获得季军， 广州车迷会贪玩蓝

月获第四名。 四支进入半决赛的球

队在中国五人足球500强的排名中

分别列第300、第8、第163和第82位。

本届杯赛总共打进 429 球，共

有 185 名球员成为射手， 而 9 届城

冠进球人数则上升到 1657 人次。

本届赛事半决赛及冠亚军决赛

都在新浪、企鹅等 16 个直播平台上

进行全球网络直播， 线上保持观看

的人数一直高居在 15 万人以上，最

高峰值是 175285 人。 优秀的赛事绝

对离不开优秀裁判员， 本届城市冠

军杯的三名优秀裁判员是：何健强，

陈灿杰、邹嘉鑫。 本届赛事所有球员

的运动装备均由卡尔美赞助， 而本

届赛事的顺利进行还要特别鸣谢世

界 500 强广汽传祺车作为唯一指定

用车对本届赛事的鼎力赞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昨天凌

晨结束的欧洲杯预选赛 C 组 1 场较量，

荷兰客场 4：0 轻取爱沙尼亚。 巴贝尔梅

开二度， 德佩则取得 1 次破门 2 次助攻

的数据，另外维纳尔杜姆连续两场破门。

本场获胜后， 目前荷兰积 9 分排名

小组第三，排在他们前面的是同积 12 分

的德国和北爱尔兰， 荷兰队在连续两个

客场大比分击败德国与爱沙尼亚后，重

新燃起了竞争小组榜首出线席位的希

望。况且，目前荷兰队比德国队和爱尔兰

队还少踢一场。

对于球队的表现， 利物浦铁卫范戴

克表示：“我们拿到了两场胜利

（击败德

国和爱沙尼亚）

，但这还不够。 我们还想

赢下之后两场欧预赛的比赛。 球队创造

了很多机会，也把它们转换成了进球。 ”

在接连无缘两届世界大赛之后，近

年来“郁金香”荷兰呈现出明显的复苏态

势， 虽然目前在欧洲杯预选赛中暂时落

后，但在欧国联中获得亚军，还是给了荷

兰球迷们足够的信心。 除了目前堪称世

界第一中卫的范戴克以外， 荷兰队还拥

有维纳尔杜姆、德佩等一流球星；加上去

年涌现出的德容、 德里赫特等积极潜力

的新星，“郁金香”在沉寂了数年之后，再

一次拥有了在欧洲杯甚至是世界杯与各

路豪门一争高下的实力。

“越老越妖”，阿根廷击败夺冠热门

止步8强，塞尔维亚大热倒灶

荷兰两连胜重燃欧洲杯出线希望

“郁金香”再绽放，指日可待？

荷兰队 32 岁的老将巴贝尔

（圆图）

昨天打进两球， 这是他首次在荷兰国家

队比赛中梅开二度， 而之前巴贝尔一度

连续七年得不到国家队的召唤。

本场比赛客队荷兰占据绝对优势，

控球率达到 70%，全队射门 21 次其中 10

次射正，而爱沙尼亚竟然只有 1 次射门。

荷兰队此役的前两个进球都来自于这名

老将。现年 32 岁的巴贝尔出自阿贾克斯

青训，2007 年加盟利物浦， 当时他只有

19 岁。 在利物浦的首个赛季他被评为球

队赛季最佳青年球员， 但之后巴贝尔未

能在利物浦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2011

年冬季转会期离队加盟德甲霍芬海姆。

巴贝尔还曾回到阿贾克斯效力， 但受到

伤病困扰表现不佳。 之后甚至一度到阿

联酋的阿尔艾因淘金， 在那里还因为纪

律问题被下放到预备队。

巴贝尔在 2005 年就首次入选了荷

兰国家队，并以 18 岁 3 个月成为荷兰国

家队历史上第四年轻的进球球员， 还参

加了 2006 年世界杯和 2010 年世界杯。

不过在 2011 年至 2017 年这将近七年的

时间中， 巴贝尔一直没有得到荷兰国家

队的征召， 很多人都担心他的职业生涯

就此沉沦， 并彻底失去重返国家队的希

望。

但 巴 贝 尔

自己并未放弃，

他在离开阿联

酋之后回到了

欧洲联赛踢球，

先是加盟拉科

鲁尼亚，之后又

加盟土超贝西克塔斯， 并重新找回进球

的感觉。 2017/2018赛季巴贝尔在土超打

进13球助攻5次， 今年1月被租借到英超

富勒姆半个赛季， 在英超打进5球助攻3

次。 今夏巴贝尔加盟土超豪门加拉塔萨

雷，新赛季已经在联赛打进2球。

2017 年巴贝尔终于再次入选荷兰国

家队。 而去年上任的国家队主帅科曼更

是非常欣赏他， 令他逐渐成为国家队的

主力前锋。

巴贝尔说，“也许我太过团队， 作为

前锋必须更加自私， 才会得到自己的机

会。2011 年至 2017 年期间我都没有入选

国家队，这的确让我很沮丧，那时我 24

岁到 30 岁，正是黄金年龄，球员最好的

年华。 现在我很高兴自己能重新得到认

可，我很高兴在本场比赛打进两球，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 ”

巴贝尔：32岁老将焕发第二春

省五人足球城市冠军杯落幕

廉江断箭队获得城市冠军杯。 冯爱军 摄

塞尔维亚在被普遍看好的情况下遭到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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