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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队命中神准

中韩之战万众瞩目， 中国男篮预想到了困
难，但没有想到这么困难。让中国男篮吃不消的还
是韩国队投篮太准了。

首节，韩国队显然准备得十分充分，打得主
动自信。积极的表现下，韩国队交出了一份不可思
议的数据：13投10中。面对咄咄逼人的韩国队，中
国男篮完全有些准备不足，15投仅5次命中。

面对状态疯狂的韩国队，中国男篮上半场一
直办法不多，一度落后20分。下半场，中国男篮依
然在苦苦追赶。直到最后5分钟，中国男篮在加强
防守的情况下，才逐步追上比分，并在最后一分钟
完成逆转。

韩国队全场投篮命中率达到44%，3分球是
41％，罚球更高达13罚12中。反观中国男篮，3项
命中率分别是40%，25%和70%。虽然韩国队最终
输球，但他们用扎实的基本功，发挥到极致的投
篮，又给中国男篮上了一课。

“90后”惊天逆袭

在中国男篮苦苦追分的关键时刻， 两名“90
后”站了出来，这就是郭艾伦和周琦。

郭艾伦一直广受争议。 他个人技术极其出
色，与传统中国后卫善组织、能投篮的风格截然不
同，但他个人的进攻意识太过强烈，有时候让人分
不清他是组织后卫还是得分后卫 。因此，关于如
何使用郭艾伦，一直存在分歧。本次亚锦赛，他也
是在最后时刻才入选12人名单。

不过，在如此重要的一场比赛，郭艾伦把握
了机会，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比赛中， 郭艾伦多次用标志性的突破得分，
尤其在最后1分钟， 他一次巧妙的突破分球助攻
周琦，让中国男篮首次领先对手。

以防守成名的周琦则扮演了得分手角色，得到
全场最高的21分。末节，周琦又是中投，又是上篮，
让中国男篮不断追分。小伙子的心理素质也是非同
一般，最后时刻的两粒罚球，确保中国队的胜利。

这样一场高强度的比赛， 对郭艾伦和周琦
的锻炼不言而喻。 中国男篮主帅宫鲁鸣赛后表
示：“经过这样一场历练， 我相信他们的未来一
片光明。”

除了郭艾伦和周琦发挥出色外，老大哥易建
联依然表现稳健，得到20分。

争锋 玩的就是心跳！9月24日晚， 中国男篮在落后20分的形势下以76比73
逆转韩国队，两名90后球员郭艾伦、周琦导演了最后一分钟的神奇逆袭———

拯救者，“90后”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蔡矜宜 周倜

帅论

谈比赛：中韩之战更多的是双方心理
上的较量，尤其是我们正处在新老交替阶
段。如果过不了心理这道坎，不止是本场比
赛打不好， 未来的进步也是一个问题。24
日这场逆转可以说是给大家上了很好的
一课，我们一定能更上一层楼。

谈逆转： 能在几乎是全场落后的

形势下完成逆转， 是球队不放弃的自
然结果。 上半场局面十分困难， 我在
更衣室做的布置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放开 ， 不要紧张 ， 这只是一场小组
赛， 比赛还很长。 接下来， 我们还是
希望能借着这个好的势头， 打得越来
越好。

谈年轻球员： 本场比赛像郭艾伦、
周琦以及赵继伟这些年轻球员的表现
非常好。尤其是郭艾伦和周琦，在第四
节帮助球队实现了逆转。经过这样一场
经典的比赛，我相信他们的前途会非常
光明。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蔡矜宜 整理）

迈过心理这道坎宫鲁鸣：

9月24日晚，中国队球员周琦在比赛中投篮。当天，中国男篮在最后1分钟反超对手，并以76比73险胜韩国队。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作为中国男篮本场比赛获胜的
最大功臣之一，周琦赛后被宫鲁鸣带
到发布会上。 但在做个人发言时，激
动的他似乎还没有从最后一刻逆转
的兴奋中恢复过来， 刚说了两句，话
就不知道再说什么了，青涩有趣的表
现让发布会现场笑声一片。

在总结比赛时周琦说：“比赛开
局很紧……遇到一些困难……”然后
他就突然不知道说什么了，现场也瞬
间冷却了好几秒，直到主持人帮他解
围， 他才不好意思地掩面笑了起来，

现场的记者也是忍不住笑出声来。周
琦今年只有19岁，面对这么多人的关
注难免会有些紧张。

周琦整理了一下情绪后说：“还是
非常激动。输了这么多分我们还能够追
回来，证明我们很团结。能逆转，还是坚
持了教练布置的意图吧。” 他还表示：
“去年我们成绩不太理想， 今年我们也
没有什么退路了，第二场比赛一开局这
么被动， 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考验。
我们打得很团结，才能赢下比赛。”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蔡矜宜 周倜）

亚锦赛进入第二天，各小组赛事也愈加激烈。C组迎来最激
烈的一场对决，中国队对阵老冤家韩国队。

比赛一开场，中国队打出了自己的高度优势。但从开局的
比分和效果来看，中国队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在防守上无法跟上
韩国外线队员灵活的突破，导致韩国队多次获得外线出手机会。
在进攻上，韩国队积极凶狠的防守也给中国队制造了很大麻烦，
迫使内线队员到高位接球，无法展现出中国队的身高优势，外线
投手也没有在三分线上取得收获。

比赛次节，除了首节问题没有解决，在进攻上外线接球后
停顿太多，内线不连贯，同时大比分落后造成队员心理包袱增
加，压力过大。

进入第三节，宫导大胆变阵，使用小个阵容跟上了韩国队
的速度，抑制住韩国队外线进攻。同时，中国队进攻也开始提速，
得分手段增多，内外线的衔接和连续更好，比分也逐渐迫近。但
压迫式的防守也令中国队付出了代价，犯规增多迫使中国队又
换回了大个阵容，同时韩国队换联防后中国队破联防罚球线没
有策应，球没有流畅地运转，使得比分再次拉开。宫导再次换上
小个阵容，同时大胆起用新人———周琦，这一战术安排收到奇
效，中国队以落后9分进入第四节。

末节比赛，在现场观众的热情带动下，中国队一改头两节
疲软的防守，也放下了比赛之初的思想包袱，轻装上阵，成功上
演翻盘好戏，最终以76比73战胜韩国队，取得小组赛关键战役的
胜利。

本场比赛，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男篮少有的大比分落后时
成功翻盘的精彩战役。宫导的大胆变阵，关键时候大胆起用新
人，周琦的横空出世都是这场比赛的焦点。希望中国队经历过这
场艰难胜利后，能积累信心，吸取经验，加强在落后情况下打困
难球的心理承受能力，再接再厉面对未来几场比赛！

（白江系前国手， 1990年北京亚运会男篮冠军成员，
现中南大学篮球队总教练）

新人横空出世
“白”话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王亮 周倜

“林志杰加油！台北队加油！”24日16时许，一名不到5岁的
小球迷骑在父亲的肩膀上， 兴奋地为中华台北队加油助威。此
时，中华台北与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还没开球，中华台北队就
已聚集大量人气。

本届比赛，中国男篮是毫无悬念的“票房王”，而中华台北队
的人气之高，可谓“第二东道主”。球队中，现效力于CBA浙江广
厦队的林志杰人气最旺，他的每一次得分总会赢得现场球迷的
阵阵掌声与欢呼。遗憾的是，虽然得到了主场般的待遇，中华台
北队的表现却有些疲软。首场小组赛，他们以87比92不敌黎巴
嫩队，次场小组赛再度输球，以73比84不敌哈萨克斯坦队。

本场比赛，林志杰拿下全队第二高的16分，但命中率只有
14投5中。整支中华台北队的发挥也似乎受到他的传染，不够主
动积极，全场居然只获得11次罚球机会，命中9个。反观哈萨克
斯坦队，虽然全场投篮命中率只有36%，但运动员非常积极，里
突外投获得26次罚球机会，并拿到其中的18分。

“我们还是守不住外线，就跟第一场比赛一样。”赛后林志杰
说，“还是没做到赛前所要讲的，就是要防守。”输掉比赛的中华
台北队情绪非常低落，走过混采区的队员脸上都没有表情。

小组赛连续输给黎巴嫩和哈萨克斯坦队， 已经将中华台北
队推到了悬崖边上。末轮对阵卡塔尔队即便拿下比赛，能否晋级
也要看小组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对此，林志杰反而放松了，“我
觉得还是先不想这些，后面的比赛要尽力去拼，不管是赢是输。”

25日21时30分， 中华台北队将迎战小组最后一个对手
卡塔尔队。

中华台北队两连败

“第二东道主”命悬一线

发布会上说话卡壳 周琦难掩青涩

助攻

24日晚的中韩之战， 中国队在最后一刻才
逆转取胜， 惊出球迷们一身冷汗。

就在同一天 ， 日本队狂胜马来西亚队71
分， 比赛早在第一节就进入了垃圾时间。 对比
巴勒斯坦队2分险胜菲律宾队， 以及黎巴嫩队5
分击败中华台北队， 一个是像看了开头就知结
尾的偶像剧， 一个是跌宕起伏令人欲罢不能的
剧情大片， 质量不可同日而语。 24日晚中国男
篮上演的终极大逆转， 带给国人的幸福感甚至
比一个冠军还要给力。

悬念的存在， 也意味着水平的对等， 充分
的竞争。 只有一个群体内部有了激烈的竞争，
才能不断刺激彼此进步。 过去中国男篮拿了很
多亚洲冠军， 但世界大赛的最好成绩始终停留
在第8名。 如果能再多一些像中国、 伊朗一样
的强队， 亚洲篮球的水平获得进一步提升的几
率将大大增加。

这几年中国男篮输了几场球， 丢了几个冠
军， 表面上失去了所谓的霸主地位， 深层次则
是亚洲篮球整体水平的提升。 所以本届亚锦赛
刚开始， 就看到 “菜鸟” 巴勒斯坦队制造的冷
门， 哈萨克斯坦队也以11分的优势击败中华台
北队。 中韩之战 ， 韩国队为中国男篮上了一
课， 刺激了中国男篮的变化和成熟。

顺境中轻松得来的大餐， 吃起来未必觉得
美味； 历经苦难抢到的一碗面条， 往往令人回
味无穷， 就像这场中韩之战！

享受悬念
王亮

你是篮球
达人吗？ 你想
要免费获取亚
锦赛球票与你
喜欢的篮球明
星零距离吗 ？
你还希望获得
更 多 的 奖 品
吗？赶快扫二维码参加“新湖南”第28届男
篮亚锦赛知识竞答！ 每天更新四道新鲜热
辣的亚锦赛知识题目和当日最受关注的比
赛竞猜， 答对题目就有机会参与亚锦赛球
票抽奖。

快来挑战自我，赢球票、赢奖品，海量
奖品等你来赢！

6000观众高唱《歌唱祖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

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9月24日晚，在全场6000多名观众

合唱《歌唱祖国》的雄壮歌声中，一度
落后20分的中国男篮最后时刻上演惊
天大逆转，以76比73战胜韩国男篮。

“中韩大战，名不虚传！”现场球迷
小丁同学虽然是位年轻的95后， 但这
一刻，他告诉记者，《歌唱祖国》是他听
过最动听、最美妙的音乐！

上半场， 韩国队出人意料地一度
建立20分优势。 在局面越来越不利的
情况下，赛场边却涌现出了一股力量，
鼓舞着男篮小伙子们， 重新给他们注
入信心，向对手展开追击。这股力量，
就是来自中国男篮在球场上的“第6名
队员”，就是现场所有穿着球衣、举着
国旗、高唱着《歌唱祖国》的中国男篮
球迷们，就是湖南人“霸得蛮”的信念！

在歌声中， 中国队员们似乎重新找
到了应付对手的办法。 他们一次次杀向
对手内线， 即使面对对手多人的强硬阻
截， 也没有再退缩。 在上半场最后的几
分钟， 中国男篮打出了一波9比0的高潮。

中国男篮的每一次得分， 都获得观众震
耳欲聋的咆哮。

随着周琦在末节一开始的扣篮得分，
现场气氛再次升级，而这一切对场上的形
势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几乎全场被动的中
国男篮， 终于在比赛最后阶段清醒过来，
发动了潮水般的反攻。

比赛最后1分钟，现场所有观众几
乎全是站着、蹦着、跳着、唱着看比赛。
终于，当中国队将比分反超，座无虚席
的民政职院体育馆瞬间沸腾了！

这一夜， 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4岁
的年轻队伍着实给了人们惊喜， 也给
了中国篮球信心。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王亮 周倜

9月24日晚， 观众和球迷们为中国队球员欢呼加油。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韵味！花鼓戏音乐暖场
众所周知，篮球与音乐密不可分。比赛过程中和间

歇时间，馆内不时响起节奏感十足的背景音乐，随时嗨
翻现场。亚锦赛既然来到长沙，组委会特地安排了具有
湖湘特色的“花鼓戏”音乐进行暖场，让现场的球迷瞬
间产生共鸣，大呼“好韵味”！

抢镜！日本球员玩胡须
络腮胡、连鬓胡、小胡子……本届亚锦赛，日本队

球员的“胡须秀”十分抢镜。白球衣衬着格外白皙的皮
肤，日本队算得上16支参赛队中最“书生气”的队伍，或
许是想让自己在场上显得更“man”一些，日本队过半
数球员都留着造型各异的胡须，个性十足。

好玩！比赛现场秀恩爱
看比赛，秀恩爱。对于长沙球迷而言，亚锦赛简直

就是“送福利”的狂欢节。赛事方十分有爱地在互动游
戏中设置了一个“kiss� time”（亲吻时间）———观众席
上被现场镜头捕捉到的小情侣，要与身边的爱人亲吻。
如此特别的“秀恩爱”机会，带上你的爱人快来吧！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王亮 周倜）

“逗霸”集装箱

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