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场哨声响起， 中国男篮世
界杯之旅已经终结。 显然球队和
球迷都对这样的成绩难以满意，
但这五场比赛也让中国男篮对自
身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热身赛强度不足
国际大赛认清自我

本届世界杯开赛前， 中国队
进行了多场热身赛， 从表面看中
国队的表现十分抢眼。 但是， 仔
细思考不难发现， 热身赛中对手
大多不是一线队伍， 这样的热身
赛与国际大赛在比赛强度上存在
明显差距。 未来的中国男篮仍然
要在热身赛中找自信？ 还是要在
热身赛中找差距？

五场比赛中， 中国队在身高
占优时， 篮板球上并没有展现出
优 势 ， 特 别 是 在 对 阵 委 内 瑞
拉 的 比赛中篮板球更是输给对
手21个， 场均三分球命中率只有
24.8%， 显然这样的数据不足以
让中国男篮打出漂亮的比赛。 为
何在 “家门口” 投篮的准星和篮
板球数据却如此难看？ 这和热身
赛强度不足有很大关系， 回顾比
赛我们不难发现， 本届世界杯多
数对手采用扩大防守， 易建联更
是经常遭到 “特殊待遇”。 因为
他们知道缺少易建联的中国队是

另外一支球队。
对于本身就十分年轻的中国

男篮来说， 突然遭遇高强度防守
对于技战术发挥和体能都会产生
十分大的影响。 也许体能下降，
心态发生变化， 才是关键比赛致
命失误的真正原因， 因为在这样
的国际大赛， 没有任何球员想失
误。 在热身赛中找问题， 国际大
赛展现热身成果才是热身赛真正
意义所在。

锋线短板明显
阵容深度不足

本届世界杯开赛前， 中国男

篮在最后一刻才敲定12人大名
单， 丁彦雨航能否出战， 谁才是
锋线位置上最佳人选， 是大名单
迟迟不能敲定的原因之一。 丁彦
雨航最终因伤退出国家队加之周
鹏赛前突发伤病， 可以说两名锋
线球员的缺阵对于中国男篮的打
击是致命的。

在本次世界杯， 谁能杀入内
线为外线球员制造出手机会， 谁
能有效抑制对方核心锋线球员，
成为中国队 “无解” 的难题。 在
易建联遭到 “特殊待遇” 体能下
降时， 谁能站出来造成杀伤， 撕
破对方防守成为中国队在未来亟
待解决的问题。

另外本届世界杯中国队虽有
12人报名， 但在锋线位置上轮转
则相对单一， 能否给更多球员登
场机会值得我们思考。 在当今世
界篮坛的格局下， 没有明显短板
的球队往往能走得更远。

“红蓝改革”在路上
未来仍可期待

中国男篮在世界杯前采用
“红蓝” 两支国家队， 其目的主
要在于发现更多优秀球员， 给予
他们更多的比赛机会， 在短时间
内 提 升 比 赛 经 验 。 改 革 以 来
我 们 可以看到诸如阿不都沙拉
木、 孙铭徽、 翟晓川等球员的进
步， 但改革尚未成功， 虽然中国
队12人大名单中的球员均来自合
并前的 “红蓝” 两队， 但真正能
够在场上有稳定发挥的球员还是

相对较少。
未来中国篮球还应着重在体

能和身体对抗上下功夫。 在此类
大赛上， 体能和身体对抗是保障
技战术稳定发挥的基石。 除此之
外 “钻石” 战术单一化， 关键时
刻如何保证稳定得分也是中国队
在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
“小球时代” 下中远投命中率显
得尤为重要， 能否保障全场比赛
都有稳定命中率是中国男篮在未
来应该着重提高的专项技术。

本届篮球世界杯中国队的比
赛已全部结束， 而2019-2020赛
季 中 国 男 子 篮 球 职 业 联 赛
（CBA） 将于11月1日拉开大幕。
随着史蒂芬森、 林书豪等球员加
入CBA大家庭， 下赛季的CBA一
定不缺精彩的比赛， 而联赛中能
否有更多新人崭露头角， 更加值
得我们期待。 据新华社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段段西西元元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 在西
甲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青
训基地采访武磊结束后， 已经
是晚上9点多了 ， 天色已黑 。
在训练场门口仍聚集着数十名
当地球迷， 他们喊着 “武磊”
“武磊”， 人群中有身强力壮的
小伙子， 有抱着孩子的母亲，
也有慕名而来的姑娘。

记者问一位小伙子， 为什
么这么晚还在门口等着，他说：
“因为没有看到武磊的车出来，
那他肯定还在球场里面， 守在
门口就能够等到他。” 小伙子
手里还拿着一件印有武磊名字
的球衣， 等待和武磊合影。

武磊出来了。 球迷争相与
他合影。 看到他们或者自拍或
者让朋友帮助拍照的高兴样
子， 就像见到熟悉的好朋友似
的。 有一个姑娘还让武磊在自
己的手机背面签名。

两天来， 新华社记者采访
了西班牙人俱乐部主席陈雁
升、 董事会成员叶茂、 传媒与
机构关系总监奥古斯丁·罗德
里格斯、 队长哈维·洛佩斯和
新援马蒂亚斯·巴尔加斯。 他
们都谈到了武磊， 而每到这个
时候， 他们的表情都会像提到
自己的家人一样轻松自然， 娓
娓道来。 他们认为， 因为武磊
的加盟， 西班牙人队的球迷更
多了。

武磊的采访就要开始了，
有线胸麦放在椅子上。 武磊进
来后， 自己顺手拿起胸麦， 从

球衣底下穿过， 夹在衣领上，
几秒钟就做好了。

他刚来西班牙的时候经常
乘公交车出行， 我问他现在还
会不会乘公交车外出了 ， 他
说： “为什么不会？ 乘公交也
很好啊！” 朋友问他现在还在
上港的群里抢红包吗， 他说：
“有时候抢， 上赛季每次西甲
进球后， 也发红包。”

陈雁升说， 武磊在比赛中
表现出的斗志和不放弃的勇
气， 得到球迷的喜欢。 皇家西

班牙人足球俱乐部的青训基
地以其前队长达尼·哈尔克
的名字命名， 因为他是俱乐
部精神的象征： 谦逊、 忠诚
和追求卓越。

俱乐部的新闻发布厅以
西班牙记者、 作家和历史学
家胡安·塞古拉·帕洛马雷斯
的名字命名， 因为他的一生

都与西班牙人俱乐部紧紧联系
在一起。 他曾在二十世纪七、
八十年代出任俱乐部的主席顾
问和传媒总监， 并在1975年为
俱乐部编写了首部历史传记。
塞古拉认为 ， 不能让历史溜
走 ， 传承是俱乐部发展的基
础 。 为了表示对塞古拉的纪
念， 俱乐部在2019年3月20日
将新闻发布厅改为现名。 明年
俱乐部就120岁了， 是西班牙4
家历史最悠久的俱乐部之一。

陈雁升还说， 足球不仅仅
是比赛和进球， 还有更多的足
球文化蕴含其中。 他说： “我
们崇尚脚踏实地、 认真勤奋和
遵守规矩。” 俱乐部与武磊签
约， 也是因为大家对这个价值
的认同。

2016年1月20日 ， 陈雁升
任董事长的星辉互动娱乐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西班牙人俱乐
部 ， 当时俱乐部负债1.9亿欧
元。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 俱乐
部扭亏为盈。 上个赛季西班牙
人俱乐部在西甲排名第七， 实
现了当年的目标。

在采访中， 发现俱乐部的
球员因为武磊的到来， 也都会
讲几句汉语了。 见到记者， 他
们主动用汉语 “你好 ” 打招
呼。 武磊也在积极学习西班牙
语， 每周上两堂课。

在西班牙人俱乐部的商
店， 有一本题为 《蓝白条球衣
的历史 》 的新书 ， 里面有一
篇 《马卡报 》 记者卡门·托雷
斯写的文章 ， 文章最后是这
样 说 的 ： “这个中国人刚刚
到， 就成为更衣室里和球场上
的偶像。” 据新华社

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
马尔代夫VS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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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国足的世预赛之路又将
打响，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尽管
首仗对手马尔代夫的实力不强，
但 “万事开头难”， 中国队还是
要克服客场和心理压力方面的困
难， 争取顺利拿下比赛。

马尔代夫这支球队在亚洲赛
场偶有灵光， 十几年前世预赛逼
平韩国队是他们最大的荣耀， 上
届世预赛与卡塔尔厮杀到补时阶
段才惜败， 也算是球队历史上的
经典之战。 在南亚地区， 马尔代
夫队也堪称是印度队之外的第二
号强队。 不过， 这支球队真的不
能算是高水平。 记者观看了世预
赛第一轮关岛队主场对马尔代夫
队的比赛， 这场比赛如果说用一
个关键词概括就是———业余。 两
支球队都非常业余， 最典型的例
子就是双方的门将在出击高球时
都毛手毛脚。 开句玩笑说， 记者
前两年采访的首都职工足球联赛
的有些强队， 其实力应该比马尔
代夫国家队仅仅弱一点点。 中国
队无论从个人能力， 还是整体配
合， 都远远高于马尔代夫队。 而
且， 这次中国队精英尽出， 归化
球员艾克森、 李可以及海外国脚
武磊悉数应战。

不过， 中国队并不能因此完
全轻视马尔代夫队。 就像上面提
到的， 即便弱如马尔代夫， 也会
给韩国队和卡塔尔队这样的超级

强队制造麻烦。 球队球员的水平
可能相对业余， 但是他们如果捏
成一团儿， 也有可能是块坚硬的
“石头”。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 欧
洲杯预选赛爆出大冷门， 前欧洲
冠军希腊队在主场竟然被此前1
分未得的列支敦士登逼平。 列支
敦士登其实就是欧洲的 “马尔代
夫”， 他们在希腊人身上拿到了4
年来预选赛的第1分。 中国队不
能让这样的 “笑话” 在自己身上
上 演 ， 打 弱 队 最 重 要 的 是 两
点———其一是精力集中； 其二是
尽早入球并打入第二球终结悬
念。 还拿希腊对列支敦士登这场
比赛举例， 希腊丢的那个球， 是
全队在围攻列支敦士登时， 被对
手打了一个反击， 希腊全队都压

过半场， 这个时候不存在越位，
列支敦士登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前
锋冲出马诺拉斯和帕帕斯塔索普
洛斯两位世界级中卫的包围， 一
路狂奔打进单刀。 很难讲， 马尔
代夫队会不会打进这样的进球，
中国队应该将这样的可能扼杀在
“摇篮中”， 在进攻的同时， 防线
也不能放松， 要 “时刻准备着”。
强队打弱队要尽早破门， 如果能
尽早打进第二个球就更好了， 一
旦 “快刀斩乱麻”， 弱队就会像
多米诺骨牌一样接二连三倒下。

一觉醒来是不是盼望一场狂
胜？ 先别这么想， 如果中国队能
赢个2∶0或者3∶0， 就算是可以交
待了， 赢是第一位的， 赢得漂亮
是在咱们 “吃饱” 之后考虑的。

马尔代夫是一支出色的
“业余球队”

武磊印象

面对现实找差距 中国男篮仍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