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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险！悬念留到最后一秒
与两队首次交锋时的大比分落败

不同，杀入决赛的约旦队爆发出了惊人
的能量，让中国队遭遇开赛以来最大的
挑战，悬念直到比赛最后一秒才解开。

中国队主帅邓华德派出刘炜 、孙
悦、朱芳雨、易建联和王治郅的最强组
合。比赛开始后，心态放松的约旦队命
中率很高，怀特、阿巴斯和道格拉斯轮
番得分。中国队的命中率偏低，失误较
多，上半场结束时，以31比36落后。进入
下半场， 中国队打出9比0的小高潮，一
举将比分反超，最多的时候取得了两位
数的领先优势，但约旦队紧追不舍将分
差缩小到3分。最后一节，双方争夺进入
白热化。全场仅剩下28秒时，怀特单打
不中， 易建联抢下篮板并造成对方犯
规。易建联2罚1中，中国队以70比69领
先约旦队。最后时刻，随着怀特和道格
拉斯的两次投篮不进， 中国队以1分的
微弱优势险胜。

这是中国男篮在2年前天津亚锦赛
失利后，重回亚洲之巅，中国男篮同时
也获得通往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唯一
一张亚洲直通门票。亚军约旦队和季军
韩国队获得伦敦奥运会落选赛资格。

MVP！阿联堪当领军人物
与约旦队的决赛，中国核心球员易

建联居功至伟，他全场14投7中，罚球14
罚11中，拿下全队最高的25分。在防守
方面， 易建联同样是队中最有力的屏
障， 抢下16个篮板球， 同时还有6次封
盖。 依靠本届赛事场均16.6分和10.8个
篮板球的数据，易建联当之无愧地获得
本届亚锦赛的MVP（最有价值球员）。

本届亚锦赛之前，中国男篮状态并
不佳，在斯坦科维奇杯和欧洲拉练比赛
中负多胜少，场上失误偏多，饱受球迷
诟病。王仕鹏、周鹏这两员大将的因伤
缺阵，对于中国篮球是一大打击，赛前，
卫冕冠军伊朗队的夺冠呼声要高过中
国队。姚明已经退役，王治郅是精神领
袖，易建联则成为中国队场上的最大倚
仗。“他对球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强度

更高的比赛中，他的技术全面，无论是
内线还是外线， 同时他也热衷防守，做
他的教练很幸运。”夺冠后，主帅邓华德
这样评价易建联的表现。

明年的伦敦奥运会，易建联能否带
领中国男篮赶上前辈的高度，让我们拭
目以待。

70比69！ 9月25日晚， 中国男篮在武汉以1分险胜约旦队， 并以9战全胜的战绩
第15次夺得亚锦赛冠军， 获得了亚洲唯一一张伦敦奥运会直通入场券———

伦敦,我们来了！

图为中国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庆祝。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谭云东

本报9月25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刘伟）蓝天、碧水、沙滩、比基
尼……岳麓山下 ，橘子洲头 ，一场力
与美的体育盛宴如期上演。2011亚洲
沙滩排球赛（中国·长沙站）今天上午
在长沙橘子洲拉开帷幕。国家体育总
局原副局长崔大林宣布开幕。揭幕战

中，中国女子组合王凡/丁晶晶以2比
0战胜越南组合。

2011亚洲沙滩排球赛 （中国·长
沙站）是我省迄今承办的参赛国家和
地区最多、规格最高 、运动员最多的
大型国际体育比赛。本届大赛由亚洲
排球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排球

运动管理中心与省体育局、长沙市政
府共同承办。 赛事为期4天， 来自中
国、泰国 、新西兰等13个国家和地区
的沙排运动员将进行精彩对决。

国家体育总局排管中心党委书记
张蓉芳表示， 支持该项赛事长期落户
长沙。

2011亚洲沙排赛长沙开战

9支球队已获伦敦奥运入场券
东道主：英国队
２０１０年世锦赛冠军：美国队
２０１１年非洲锦标赛冠军：突尼斯队
２０１１年美洲锦标赛前两名： 阿根廷队
（冠军）、巴西队（亚军）
２０１１年大洋洲锦标赛冠军：澳大利亚队
２０１１年欧洲锦标赛前两名：西班牙（冠
军）、法国（亚军）
２０１１年亚洲锦标赛冠军：中国队

伦敦奥运会男篮项目共有１２支参
赛球队，剩余３个参赛球队将通过２０１２
年７月的落选赛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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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五届农运会闭幕
“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和个人受表彰

本报9月25日讯（记者 王亮）经过
6天的激烈角逐，湖南省第五届农运会
今晚在益阳圆满闭幕， 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蔡力峰致闭幕词。 株洲市副市
长张国浩接过省农运会会旗， 第六届
省农运会将于2015年在株洲市举行。

蔡力峰在闭幕式上表示，本届农
运会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涌现
出一批优秀的农民体育人才。本届农
运会的顺利举行，展示了新时期我省
农民积极向上的风貌，激发了我省农

民体育健身的热情，大大促进了我省
农村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

本届农运会是我省历届农运会
中规模最大的一届。 共设有田径、游
泳、乒乓球、羽毛球、中国象棋、龙舟、
舞龙、舞狮、钓鱼、健身秧歌、自行车
载重、 风筝等12个大项、100余小项，
14个市州全部派出代表团参加，参会
人数达到2200人。

经过6天的激烈比拼，长沙市代表
团以1026分名列总成绩榜首， 益阳市

代表团、 常德市代表团分别以1002分
和874分位列总成绩第二、 第三位。益
阳市代表团以42金列金牌榜首位。

闭幕式还对我省开展 “亿万农
民健身活动” 的先进乡镇和个人进
行了表彰 。 长沙市望城区格塘镇 、
株洲市云龙示范区龙头铺镇、 湘潭
市湘乡市棋梓镇等14个乡镇 ， 王村
林等51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闭幕式结束后进行了名为《情满
资水》的交响音乐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