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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广州国际女子网球

公开赛将于 9 月 14 日—21 日

在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举行。

届时， 现世界排名第三的乌克

兰名将伊莉娜·斯维托丽娜将

携手中国网坛金花一姐、 卫冕

冠军王蔷和两届广网冠军张帅

一起亮相花城。 此外，美国新星

索菲亚·肯宁，2019 法网女双亚

军郑赛赛， 两届大满贯双打冠

军得主彭帅， 中国新生代“王

炸”组合王曦雨、王欣瑜等也将

角逐今年的广网。

本次赛事总奖金由往年的

25 万美元升级到 50 万美元，并

首次使用鹰眼系统及测速设

备。 目前， 球迷可通过大麦网

2019 广网专属购票通道在线购

票。 赛事升级， 门票却依旧亲

民：非决赛日 98 元、决赛日 198

元让你一次看过瘾。

值得一提的是，9 月 14 日

为赛事首日， 是 2019 广网女性

日， 女性球迷朋友们凭二代身

份证可免费领取当天门票一

张；而 9 月 15 日则为学生日，学

生朋友们凭有效证件

（ 大学生

凭学生证和二代身份证 ， 中小

学生凭二代身份证）

可免费领

取当天门票一张。

今天晚上，塞尔维亚将与美国队进

行 5-8 名排位赛。

小组赛期间，塞尔维亚队在佛山赛

区进行比赛，来自中超联赛广州富力的

塞尔维亚主帅斯托伊科维奇，两次出现

在场边。 日前，斯托伊科维奇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塞尔维亚人热爱体育运

动，他本人也十分喜欢篮球。

塞尔维亚篮球队在男篮世锦赛

（ 世

界杯前身）

，取得过 2 金 1 银的成绩，还

曾经击败过美国男篮。“在体育领域里，

塞尔维亚在很多项目都曾取得过辉煌

的战绩。 ”说起塞尔维亚的体育战绩，斯

帅感到十分骄傲，篮球之外，塞尔维亚

在网球、女排等项目都走在世界顶尖水

平，足球即使未算欧洲一流，但也是世

界杯决赛圈的水准。“虽然我们国家是

一个很小的国家，但首先我们有不错的

天赋，这是基因决定的。 ”权威杂志《世

界人口评论》公布的 2018 年数据显示，

塞尔维亚男性的平均身高达到了 1.82

米，位列世界第 5。“其次，我们从小就会

接触到体育教育，从小培养我们对运动

的兴趣与热爱，在这个基础上出人才。 ”

斯托伊科维奇强调，爱国情怀是激发塞

尔维亚运动员为国争夺荣誉的源泉，

“虽然我们是小国， 但在国际赛场面对

强国的时候，我们的运动员都渴望能证

明自己， 这股劲使我们的能量激发出

来，这是让我们自豪骄傲的事情。 ”

由于要备战本周末的中超联赛，斯

帅缺席了“主队”最为关键的 1/4 决赛，

“我跟塞尔维亚男篮的主教练德约杰维

奇是多年的好朋友，我们认识的时候还

要追溯到原南斯拉夫时期，当时他是男

篮的国手，而我是足球的国脚，他对塞

尔维亚篮球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的

政府经常会组织体育方面的交流。 ”斯

帅透露， 在塞尔维亚国家队抵达中国

后，他曾宴请篮球队教练组，一起观看

广州夜景：“我请他们吃饭，他邀请我去

佛山看比赛。 ”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广网周六揭幕

赛事前两天女性、学

生可免费观赛

足球之外，篮球是斯帅非常喜爱的

项目， 他表示自己年轻时很喜欢打篮

球，“足球在室外，不管怎样的天气条件

都要去适应，篮球大多在室内，不受天

气条件影响。 从观众人数和参与人数，

足球还是会多一些。 两个运动有相似的

地方，都是团队运动，当然每个运动项

目想取得好成绩都不容易。 很难将两项

运动作出一个横向对比。 ”抛开教练身

份， 被问到哪个项目让他更紧张兴奋，

斯托伊科维奇毫不犹豫地说是足球：

“相对而言， 篮球的比分交替会比较频

繁，强的球队被爆冷的机会会相对小一

点，但足球不一样，即使是强队，但也有

马失前蹄的时候，另外篮球没有换人限

制，足球方面只能换 3 个人，调整空间

更小。 ”

在中国男篮无缘 16 强后， 前往广

州赛区进行比赛的他们与中国男足碰

巧住在同一酒店，这一事件一度上了热

搜。 球迷拿中国男篮与中国男足进行对

比，斯帅笑言：“在塞尔维亚，篮球的成

绩比足球成绩好一些，也会有人问为什

么这样，但不会有人深入比较，毕竟这

是不同的项目。 我也有关注中国男篮的

比赛， 我认为中国队还是欠缺经验，作

为东道主，未能打进 16 强，确实非常可

惜，不太走运。 ”斯托伊科维奇认为，虽

然中国队中有两三个球星，但这远远不

够，“篮球这个项目， 需要每个位置、甚

至 12 人都很强， 所以中国队想要取得

好成绩，其他队员还需要成长起来。 ”

斯帅在采访最后还开玩笑地说：

“当然未来你们也可以归化一些塞尔维

亚球员，改个名字，陈、王、李，也许成绩

可以立竿见影。 ”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斯托伊科维奇年少爱打篮球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邹甜）

又一支

夺冠热门止步 8 强！ 2019 男篮世界杯 8 强的

比赛昨晚战罢，结果法国队以 89：79 爆冷击

败美国队晋级半决赛。 法国队半决赛的对手

是阿根廷队，阿根廷队此前同样爆冷淘汰了

世界杯另一夺冠热门塞尔维亚队。 而在本届

世界杯开赛前，希腊、塞尔维亚以及美国三

支球队被视为夺冠大热门，但他们无一出现

在半决赛的赛场上。

法国队本场比赛大部分时间里都掌控

了比赛的主动权，虽然全场比赛拿下最高 29

分的米切尔，在第三节一度连得 10 分，帮助

美国队追平了比分。 但是第 4 节美国队的反

补势头被扑灭，从法国中锋戈贝尔封盖了他

在 NBA 爵士队的队友米切尔开始， 胜利的

天平再次倒向了法国队。

比赛最后时刻杰伦·布朗和肯巴·沃克 5

罚 1 中；比赛结束前 16.7 秒，杰伦·布朗接球

失误，可法国球员巴图姆断球后踩线；美国

队重新发界外球，结果肯巴·沃克接球回线，

美国队只能接受败局。

美国队遗憾出局无缘 4 强，“梦之队”在

世界大赛的 48 连胜也随之终结。 这是美国

队自从 2002 年世锦赛后再次无缘大赛半决

赛， 美国队本次世界杯也创造了他们 17 年

来大赛的最差成绩。

赛后米切尔被问到美国队之所以落败，

是否与很多 NBA 大牌球星退出美国队有

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还是来了 12

人，组成美国队。 我想我们都想打好这场比

赛。他们不想来，我们也不能迫使他们来。我

们只能关注自己能做的，我们现在想关注接

下来的比赛。 我们代表美国来比赛，这是我

们的国家，如果其他人不那么想，我也不在

意。 ”

米切尔回答之后，美国主帅波波维奇也

接话了：“我不太喜欢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

是个不尊重比赛的问题。 法国赢了，但不是

谁不在造成这样的结果，并不是他们不来就

输掉。 我们这些球员很努力，法国也很努力。

我们的队员已经非常棒了，我为我的球员感

到骄傲。 ”

大热必死

美国队负于法国止步男篮世界杯8

强，创造17年来最差大赛成绩

塞尔维亚人斯托伊科维奇的体育情缘：

“小时候喜欢打篮球，但足球更好看”

戈贝尔封盖自己在

NBA

的队友米切尔。

Osports

供图

斯帅（右）与塞尔维亚男篮的老友相聚。

信息时报记者邹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