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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秋在中国举办的篮球世界杯，中国
队以东道主身份自动进入决赛圈，并且还
获得了种子队身份参加小组赛抽签。但
是，要想搭上东京奥运会的“直通车”，世
界杯上必须争取亚洲区第一的成绩。机
遇和压力并存之下，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
否打出自己的技战术水平和精神面貌？

回顾中国男篮在本届篮球世界杯亚
洲区预选赛的征程，中国队主要目的是
练兵和发现新人，从结果来看，有喜有
忧。在六次世预赛比赛窗口期中，前四
次中国队一直是以红、蓝两队的形式参
赛，相当于“半支国家队”；到最后两次才
实现两队合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队。但即便“合并”，主帅李楠也没有主
力尽出，他旨在考察新人，让更多年轻人
有大赛锻炼的机会。

胜负之外，中国男篮在世预赛中的
收获显得更加重要。目前的中国队缺少
姚明这样的国际级球星，但在大赛中“以
老带新”也是中国男篮的一贯传统。本
次世预赛第六窗口期，中国队主帅李楠
就着重挑选了更多年轻球员上场，如郭
昊文、付豪、陈林坚等，小将郭昊文更成
为第一个出现在国家队大名单中的“00
后”。新人虽然场上整体表现一般，但这

样的大赛机会实属难得，年轻球员得到
的锻炼更利长远；而孙铭徽、阿不都沙拉
木和吴前等队员，在世预赛的比赛中也
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

年轻队员的涌现，一方面增加了中
国男篮的板凳厚度，另一方面也给主力
球员们一定的“刺激”。如今的中国队缺
少“国际巨星”带队，就更需要通过团队
篮球弥补短板，提升整体实力。目前的
中国队，内线有易建联、周琦、王哲林这
样的悍将，外线有郭艾伦、丁彦雨航、周
鹏、翟晓川等能突能投的好手，整体的纸
面实力，在亚洲还是首屈一指的。

喜的方面毋庸多言，隐忧却更需重
视。仅就罚篮这一项，就需要中国队小伙
子们严肃对待。无论是世预赛首场对阵
中国香港队，还是倒数第二场对阵约旦
队，队员们的罚篮命中率都让人大跌眼
镜。特别是对阵约旦队的比赛中，在比分
落后的情况下，小伙子们的状态和情绪都
成问题，面对相当于送分的罚篮，中国队
24罚仅 10中，命中率仅 41.6％，罚球命中
率还没有对手的三分球命中率高。其他
方面，快攻的成功率，后场篮板的保护，无
球队员的穿插跑动以及面对逆风球时的
心态等，也都需要继续提高。

中国男篮还应该清醒地看到，亚洲各
队的实力，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果盲目自
信，就有可能“阴沟里翻船”。中国队在亚
洲的老对手正面临各自的更新迭代期，这
是中国队的机会。对约旦、黎巴嫩、卡塔
尔等球队来说，早些年大量归化球员所带
来的“红利期”也已经过去，伊朗队随着哈
达迪、巴赫拉米“玄冥二老”年岁渐高，在
赛场上的统治力也已日趋下降。

而与此同时，近邻日韩以及菲律宾
队通过归化球员等方式，实力不断上
升。韩国队归化了个人能力强大的拉特
利夫，为球队带来新能量；日本队多年来
培养的八村塁、渡边雄太等混血球员在
场上的爆发屡屡带来惊艳表现，何况还
有归化的“大杀器”费泽克斯。菲律宾队
更是在去年亚运会上就展现了归化球
员、NBA现役后卫克拉克森的实力。

3 月 16 日，男篮世界杯将在深圳举
行抽签仪式，中国队的同组对手将在那
一天揭晓。之后再有 4 个月的时间，中
国男篮的“最强阵容”也将浮出水面。世
界杯一战，既是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家
门口迎接的一场大秀，更是剑指东京奥
运会晋级资格的一场大考。答卷如何，
令人期待。 据新华社电

2019年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六窗口
期 26日结束，32支晋级决赛圈的球队全
部产生。

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具体参
赛球队为：

东道主：中国；
非洲赛区（5 支）：安哥拉、科特迪

瓦、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突尼斯；
美洲赛区（7支）：阿根廷、巴西、加拿

大、美国、委内瑞拉、多米尼加、波多黎各；
亚太赛区（7 支）：澳大利亚、日本、

伊朗、约旦、韩国、新西兰、菲律宾；
欧洲赛区（12支）：捷克、法国、德国、

希腊、意大利、立陶宛、波兰、俄罗斯、塞

尔维亚、西班牙、土耳其、黑山共和国。
2019 年男篮世界杯抽签仪式将于 3

月 16 日在深圳举行。本届世界杯将于
2019年 8月 31日至 9月 15日在中国的北
京、广州、南京、上海、武汉、深圳、佛山、
东莞八座城市举行，这也是该项赛事第
一次在中国举办。 据新华社电

26日，切尔西门将凯帕在俱乐部声明
中道歉，为自己 25 日在联赛杯决赛中拒
绝下场的不当行为而道歉，作为处罚，他
被扣除一周的薪水。

在俱乐部声明中，凯帕表示：“尽管存
在误会，但是我在那种场合犯了一个巨大
的错误。我诚挚道歉。”

主帅萨里也在声明中说：“凯帕和我
讨论了这件事，很好的交流。比赛中发生
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但他意识到，他的
现场反应不当，是个巨大的错误，他已经
向我、队友和俱乐部道歉。对于我来说，
这件事已经翻篇了。每个人都要往前看，
关注下一场比赛。”

作为“世界最贵门将”，凯帕在比赛中
公开拒绝主教练萨里的指挥，引发外界质
疑萨里失去了球员的信任和支持。

而凯帕此前在社交媒体中表示：“我对
比赛最后时刻发生的一切被渲染成现在这
样感到懊悔。在任何时候违背教练的决
定，都不是我的本意。教练以为我无法继
续比赛，而我是想告诉他，我可以继续战
斗。我完全尊重我的教练。” 据新华社电

英国航空事故调查局 25 日透露，载
有阿根廷足球运动员萨拉的失事飞机飞
行员没有商用飞行驾照，如果他从接送萨
拉的行程中收取了费用，那就属于非法运
营。

据一份临时调查报告显示，飞行员大
卫·埃伯森的驾照属于私人驾照，这意味
着他不能“有偿载客”，但是根据英国法
律，乘坐他飞机的乘客可以分担他的相关
费用。报告透露，现在无法确认萨拉这个
行程属于哪种性质。

所谓的费用分担，是指乘坐飞机的人
员可以与飞行员分担燃油费、落地费以及
其他相关费用，调查发现，埃伯森以前的
确与其他乘客分担过飞行费用。

报告说，根据费用分担原则，这架飞
机如果仅仅用作运送萨拉本人的话，是不
合法的。

调查报告还显示，萨拉乘坐的飞机严
重毁坏，在海底断成了三截，发动机也一
分为二。由于找不到飞行员的驾照，调查
人员无法确定埃伯森在事故发生前 28天
到 90 天内的飞行时间，通常这是飞机事
故调查的重要数据。 据新华社电

美职篮 26日进行 11场常规赛较量，“二
詹”纪录成当日焦点。勒布朗·詹姆斯在灰
熊主场砍下 24分、12篮板、11助攻，职业生
涯“三双”数字达到 79次，超越张伯伦升至
历史第五，但湖人仍以 105 比 110 不敌灰
熊。而詹姆斯·哈登则于当晚得到 28分，个
人连续单场得分超 30 分的纪录停留在 32
场，但火箭却在主场119比111击败老鹰。

湖人客场挑战弱旅灰熊。比赛刚一开
始，库兹马便妙传弧顶英格拉姆助后者命
中为湖人首开纪录，双方在首节开启对攻
模式，灰熊仅以 34 比 31 的微弱优势领先。
次节，主队在节末突然发力，以一波 10比 0
的小高潮将分差拉开，但詹姆斯随后便带
领湖人回敬了一波 5 比 0 予以反击。半场
鸣锣，灰熊以 61比 56暂时领先。

易边再战，灰熊仍未将分差明显拉
开。第四节，詹姆斯和英格拉姆曾连续开
火，助湖人将分差缩小至两分，但灰熊内线
火力依旧不减。关键时刻，卡波科洛命中

冷血三分，布拉德利最后的罚球命中也使
比赛失去了悬念。詹姆斯空砍“三双”，湖
人饮恨孟菲斯。

此役过后，湖人排名跌至西部第 11
位。而其常规赛剩余 22场比赛中，有 15场
均要面对东部或西部排名前八的球队，晋
级季后赛之路依旧坎坷。

火箭坐镇主场迎来到访的老鹰，此前因
颈部不适缺席与勇士比赛的哈登回归。火
箭在首节建立了 11 分的领先优势，却在次
节一度进攻阵脚大乱，被老鹰以一波 9比 0
迫近比分。半场结束，双方战成 60 比 60。
休息室归来，火箭依旧不能占据场面上的优
势，直至节末才以一波 13比 6的小高潮重夺
两位数领先优势。虽然特雷·杨末节开局曾
连续轰下11分，但火箭仍然笑到了最后。

此役，哈登砍下 28 分，并有 5 个篮板 4
次助攻进账，他的连续 32 场个人单场得分
超 30分纪录排在联盟历史的第二位。

据新华社电

关于延边足球生死之谜，2月 25日有
了最终答案,延边富德足球俱乐部从即日
起进入破产程序，放弃参加 2019 年中国
足球俱乐部甲级联赛的资格，所有职业球
员和教练的合同作废，全部成为自由身。

延边富德也成为中国足球历史上第
一个不欠薪，却因为欠税而倒下的足球俱
乐部。

延边富德的前身，是 1955 年成立的
吉林省足球队，这意味着一段 64 年的足
球传奇正式终结。那支被誉为“中超清
流”的球队也即将成为尘封的记忆。

据《体坛周报》报道，延边州体育局 26
日上午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延边富德正
式进入破产解散状态，此外，延边足协和延
边州体育局将组队参加中冠联赛，目前已
经完成报名工作，队名暂定为延边FC，目标
是三年后重返中乙联赛。 据新华社电

延边富德正式解散

切尔西门将凯帕道歉
称拒绝下场是“误会”

萨拉失事飞机
飞行员或非法运营

世预赛最后一轮结束

中国男篮 有喜忧
随着“大魔王”周琦状态爆发，

砍下“32＋10”的大号两双，中国男
篮 24 日在 2019 篮球世界杯亚洲区
预选赛最后一轮比赛中，客场 90 比
59 大胜叙利亚队。至此，中国队以
7 胜 5 负的战绩完成了世预赛的全
部征程。7 胜 5 负的成绩单不算亮
眼，但考虑到“红蓝分队”“磨合队
伍”“考察新人”等因素，这一结果
也还算不错，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2019年男篮世界杯32强全部出炉

詹姆斯空砍三双
哈登连续30＋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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