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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队是最像我们的球队”

连胜终结
24

“法国自上而下都极具天赋，
他们可能是跟我们最相似的。他
们有那种能自主制造进攻机会的
球 员 ，有 很 多 在 NBA 打 球 的 球
员，有大量有实力的球员。”乔·哈
里斯赛前接受采访时，说出了对
法国队的看法。
事实确实如此，法国队阵中
拥有富尼耶、戈贝尔、巴图姆、尼
利基纳四位效力于 NBA 的球员，
第六人德科洛也曾效力于马刺，
他们还有下赛季将身披凯尔特人
球衣的波里尔。在小组赛中，美
国队就险些输给土耳其，因为土
耳其连续 4 次罚球不中，涉险过
关。法国现在实力强于土耳其太
多，击败美国队实际上也在情理
之中。
（东尼）

梦
来得快去得也快

球风相克！

美国男篮负法国无缘世界杯四强 世界杯

习惯于被球迷称作梦之队的
美国男子篮球队如今真的做了一
场空欢喜的梦，只因为一个他们
打了一场最接近 NBA 风格的男
篮世界杯比赛。
9 月 11 日晚，法国男篮凭借
戈贝尔和富尼耶的精彩表现，以
89：79 击败美国队晋级篮球世界
杯半决赛。本场比赛。这支“平
民”美国队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
运，这是他们 13 年来世界大赛正
式比赛的首败，24 场世界杯连胜
纪录也被终止。至此，本届赛会
两大夺冠热门美国和塞尔维亚全
部出局。
1992 年，梦之队横扫世界篮
坛。2002 年，世界篮球终结了梦
之队的统治。2008 年，美国队重
登巅峰。时隔 11 年后，世界篮球
再度将美国队拉下马。这一次，
美国队还能救赎吗？

内线杀器！
谁能限制戈贝尔？
本场比赛，美国队洛佩
兹远投失准，而法国队内线
支柱、NBA 两届最佳防守球
员的戈贝尔却能屡屡杀伤
内线……
戈贝尔的内线高度，也成
为美国队无法解决的点，他频
繁在内线强攻得分、补篮得分，美
国队球员只有仰望的份儿。戈贝
尔 得 到 21 分、16 个 篮 板 的 大 号
“两双”，最后时刻连续送出关键
盖帽。
（章琳）

没来世界杯的 NBA 超级巨星们

你们对得起 70 岁的波波维奇吗?
篮球世界杯开始之前，美
国队的阵容名单不停缩水。今
天这个人退出，明天那个人离
开。以至于在那段时间里，美
国篮协主席科朗吉洛和主帅波
波维奇最主要的工作变成了
——给有可能为美国队效力的
年轻 NBA 球星一一打电话落
实。尽管退出本届美国队的球
员可以组成几支 NBA 冠军阵
容，也没人在意。因为首先，他
们不觉得自己会输。然而就在
北京时间 9 月 11 日的这个夜
晚，篮球世界杯的 1/4 决赛，面
对精英尽出的法国队，灾难终
于发生了。
不过，这却不是他们的世
界末日。因为他们还年轻，还
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我救赎。
可在这场比赛中，站在美国队

运气都站在法国这边

美国队球
员米切尔在赛
后情绪低落。
后情绪低落
。

C 罗上演
“大四喜”
成欧预赛射手王
新 华 社 里 斯 本 9 月 10
日电 在 10 日进行的欧锦赛
预选赛葡萄牙 5：1 大胜立陶
宛的比赛中，克·罗纳尔多
（C 罗）完成“大四喜”，他也
以 25 球的成绩超过爱尔兰
球星罗比·基恩，成为欧
预赛历史射手王。
在这场比赛中，C 罗
完成了个人职业生涯的
第 54 次“帽子戏法”，也
是他在国家队中第八次“带
帽”。与此同时，C 罗在国家
队 的 总 进 球 数 达 到 了 93
粒。在国家队射手榜上，C
罗排名第二，距离领跑的前
伊朗国脚阿里·代伊的 109
球还差 16 球。
赛后，C 罗表示：
“ 我很
享受这场比赛，不仅仅是因
为我进球了，而是因为葡萄
牙国家队近几年来持续稳定
的水平，我将继续帮助国家
队取得胜利。在这之前我们
击败了塞尔维亚，赢得了一
场艰苦的比赛，今天我们延
续了胜利。
”

菲戈：

希望中国队打入
卡塔尔世界杯

你很少见到这样的波波
维奇，
个中滋味，
冷暖自知。
替补席前的那位 70 岁老人，还
有时间吗？
是的，就是那位传奇老帅
波波维奇。
（砝码）

“梦之队”爆冷出局
谁能阻挡
戈贝尔（中）？

上帝帮忙！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
拼。”法国昨天能够将最大热
门美国队拉下马，除了攻防两
端表现确实更出色之外，运气
的加成也是一大关键因素，当
你看到富尼耶在绝境中命中
神仙球，顶着两人防守随手一
扔也能命中时，当你看到手感
并不好的巴图姆被对手掀翻
在地，还能打出 3+1 时，你不
得不感慨法国队确实打得很
顺，看起来，运气昨天也站在
了法国这边。
（砝码）

美国队倒在了法国人
面前！图为美国队球员沃
克（下）和法国队球员戈贝
尔在比赛中拼抢。

美国男篮和波波维奇，
谁负了谁？
谁该为美国队输球负责？眼前的这届美国队吗？
从比赛一开始，临时拼凑出来的美国队就显得稚
嫩、生涩，一直被压制。零敲碎打的反击和进攻，显露
出这群年轻球员的尚未完全兑现天赋。而这些，并不
足以战胜一支成熟的、配合默契的欧洲强队。
没有外线的绝对准星，美国队就无法掌控比赛的
节奏，无法掌控比赛节奏，他们的另一项必杀技——快
攻反击就无从施展。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输球只是
时间问题。他们为自己的年轻和不成熟付出了代价，
并且很有可能在扛下这波耻辱的失利后，进而失去入
选明年东京奥运会的机会。
主帅波波维奇该为此负责吗？
美国男篮主帅很容易成为费力不讨好的活儿，
夺冠
在多数人看来理所应当，
若折戟则无异于在自
己近乎完美的履历上添上不和谐的注脚。可
波波维奇就是要担下这个担子，
他需要一次机
会，
对自己的国家队执教生涯进行救赎。
然而老天似乎在和他开玩笑。给了他这
样的机会，也给他一支并不成熟的球队，周边
环绕无数强劲的对手。唯一的好消息是，他
依然会作为主帅执掌美国队帅印，率队出现在明年东京
奥运会的舞台上。希望届时，他的运气会更好些，拥有
真正让他完成
“梦之队”
自我救赎的最后机会。 （睿寅）

新华社福建晋江 9 月
11 日电 中国国家男足一场
5:0 的大胜揭开了国足第 12
次冲击世界杯的序幕。作为
卡尔美 2019 年国际大体联
足球世界杯形象大使，前世
界足球先生菲戈 11 日在福
建晋江表示，希望中国队打
入世界杯，
既为了这个国家，
也为了足球本身。
当地时间 10 日，中国队
在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区 40 强赛中客场 5:0 战胜
马尔代夫，取得“开门红”。
吴曦、武磊、杨旭各入一球，
首发登场的归化球员艾克森
独中两元。
在回答新华社记者“如
何看待归化”
的问题时，
菲戈
表示：
“ 这是规则许可的，所
以大门是对球员敞开的。
”
实
际上葡萄牙足球历史上就有
德科、佩佩等生于巴西但为
葡萄牙国家队效力的球员。
菲戈还对新华社记者表
示，他对中国队打入世界杯
寄予期望，
“我希望中国队能
够进入世界杯，为了这个国
家，
也为了足球本身”
。
当 地 时 间 10 日 ，在
2020 年欧锦赛预选赛一场
焦 点 战 中 ，葡 萄 牙 队 客 场
5:1 大胜立陶宛队，C 罗上
演大四喜。对于自己的同胞
和朋友能有如此表现，菲戈
表示赞赏，称 C 罗“非常专
业，在这样的年纪（34 岁）还
可以获胜，在足球领域创造
了一个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