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 日袁
中国男子和女
子篮球队在颁
奖仪式后合影遥
当日袁 在第 18
届亚运会男子
和女子篮球决
赛中袁中国男女
篮分别战胜各
自对手袁夺得冠
军遥 时隔 8年袁
中国男女篮亚
运双双夺金袁中
国篮球重回亚
洲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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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八年
中国篮球重回亚洲之巅

第 2节开始不久袁 场上比分 22
比 38袁中国队落后伊朗队 16分遥 最
可怕的是袁与哈达迪尧巴赫拉米内外
开花相比袁中国队则失误连连袁被对
手不断拿到二次进攻机会遥

熟悉的剧本袁熟悉的味道袁中国
队又要被苦主摁在地上摩擦钥

第一个站出来说不的是阿不都
沙拉木遥 虽然第 2节才替补出场袁可
是新疆小伙子延续了本次亚运会的
出色状态袁 他先是利用快攻拿下两
分袁随后又是一次强打和空切袁把双
方的差距拉回到了个位数遥

这只是阿不都沙拉木表演的开
始遥 整个晚上袁他有如神兵天降遥 防
守端袁他和对手玩儿命地肉搏曰进攻

端袁 他每次出手都能给中国球迷带
来希望遥

全场比赛袁阿不都沙拉木得到全
队最高的 20分袁 外加 6个篮板遥 其
中袁还包括 4个三分遥 第 4节袁他的
一个三分命中袁 甚至让中国篮协主
席姚明都一跃而起鼓掌欢呼遥

除了阿不都沙拉木袁方硕和赵睿
在这场决赛中也挺身而出遥

决赛前袁方硕的状态并不好袁投
篮很挣扎遥 但是袁 面对伊朗队的防
守袁 方硕从第 1 节开始就火力全
开遥 急停跳投尧三分出手尧突破造犯
规袁这样的方硕袁才是上赛季扛起
北京首钢的那个方硕遥 数据不会骗
人袁 方硕在决赛中拿到 16 分和 8

次助攻袁回报了主教练李楠和队友
的信任遥
赵睿同样打得极具侵略性遥尤其

是第 3节上来后袁 他连续两个三分袁
帮助球队一举反超比分袁也让对手不
得不叫了暂停遥 下半场比赛袁面对赵
睿的勇猛突破袁伊朗完全失去了招架
之力遥和方硕一样袁赵睿也得到了 16
分袁另外还送出了 6次助攻遥

姚明上任中国篮协主席后袁实
行了红蓝双国家队袁 从本次亚运
会可以看到袁像阿不都沙拉木尧方
硕尧赵睿这些球员袁都是双国家队
的受益者遥 反过来袁这些球员受益
之后袁 也能反哺中国篮球的发展
和进步遥

这块来之不易的亚运会金牌袁既
是对姚明最大的回报袁也是对中国篮
球未来最大的激励遥

赛后袁姚明笑逐颜开袁他先是和
李楠拥抱了一下袁 又大笑着祝贺了
赢球的队员们遥 彼时袁周琦身披着国
旗袁弯着腰大口喘气袁丁彦雨航则一
瘸一拐和队友有说有笑遥

亚运会前袁 李楠说要带领球队
冲击最好成绩遥最好成绩是什么钥在
竞技体育里袁 最好成绩永远只有冠
军遥

翟晓川和赵继伟受伤袁 丁彦雨
航虽然带伤上阵袁 但状态一直打着
折扣袁周琦回到球队不久袁和队友的
配合并不是特别默契遥 尤其是当球
队第一场险胜菲律宾队后袁 没有多
少人看好这支球队能够拿下金牌遥

但是袁 李楠的球队证明了人员

不整并不是借口袁 当球队进入统一
的模式和节奏袁 并按照同一种态度
和精神打球时袁 任何问题都不再是
问题遥

面对哈达迪袁 周琦铆足了劲袁要
和对手一较高低袁 那记单臂劈扣可
以说是相当提气遥 不仅是进攻端袁在
防守端他也没有给哈达迪好果子
吃袁 即便是付出犯规的代价也在所
不惜遥 事实上袁不仅是周琦袁王哲林尧
董瀚麟也坚决贯彻了教练的战术安
排袁牢守阵地尧绝不退让遥

全场比赛袁 内线球员与对手肉
搏袁 后卫球员换防后尽管身体吃亏袁
可一样会施加压力给对手袁 哪怕赔
上犯规遥

姚明在亚运会期间一次接受采
访时说过袁 他希望队员们打得勇敢
一些袁 中国男篮需要勇敢的年轻球
员遥 与伊朗队的决赛袁中国队的赢球
法宝都与野勇敢冶有关要要要勇敢的战
术尧勇敢的态度尧勇敢的选择遥 最重
要的是袁 在场上的每一个人都很勇
敢袁勇敢地出手尧勇敢地对抗尧勇敢
地承担责任遥

谁都知道袁姚明组建双国家队的
目标并不是为了亚运会袁 而是希望
2019 年世界杯和 2020 年奥运会能
够拿出更强的阵容遥但是亚运会证明
了姚明选择的这条路是正确的袁这批
年轻人在一起打出了勇敢而有血性
的篮球遥如果中国篮球继续在这条路
上走下去袁未来是值得期待的遥

从这个角度讲袁中国男篮在亚运
会夺金袁最开心的当属姚明遥 肖万里

场上 3大替补改写剧本

场下 勇敢篮球开辟新路

第 75 届威尼斯
电影节日前开幕 袁
叶爱乐之城曳 导演达
米恩窑查泽雷新作
叶登月第一人曳 作为
开幕片亮相遥 今年电
影节没有华语电影
入围主竞赛单元袁但
有 张 艺 谋 导 演 的
叶影曳尧台湾导演蔡明
亮的叶你的脸曳尧王家
卫监制并由万玛才
旦导演的叶撞死一头
羊曳等在非竞赛单元
展映遥

此次主竞赛单
元的评审团由奥斯
卡最佳导演吉列尔
莫窑德尔托罗出任评
委会主席袁今年共有
21 部电影入围主竞
赛单元遥 虽然华语片
缺席袁却不乏大导之
作袁 包括科恩兄弟尧
达米恩窑查泽雷尧阿
方索窑卡隆尧奥利维耶窑阿萨亚斯尧迈克窑
李等袁 而颇受关注的电影大师奥逊窑威
尔斯的遗作叶风的另一边曳确定入围展
映单元袁这部沉寂了数十年的电影终于
将和影迷见面遥

张艺谋因对世界电影行业作出的
杰出贡献袁将成为获得野荣耀电影制作
人奖冶的首位华人遥 颁奖仪式将于 9月
6日举行袁张艺谋将成为唯一四度荣获
威尼斯奖项的影人袁并举行新片叶影曳的
全球首映遥 叶影曳通过一个八岁就被囚禁
的小人物袁不甘心做野影子冶替身而与主
人野真身冶较量的故事袁重新诠释三国史
诗遥

开幕影片叶登月第一人曳讲述 1969
年人类首次登月行动,由奥斯卡最佳导
演达米恩窑查泽雷执导袁 金球奖影帝瑞
恩窑高斯林主演袁该片是二人继叶爱乐之
城曳后又一联手之作遥编剧为曾凭借叶焦
点曳获得奥斯卡原创剧本奖的著名编剧
乔希窑辛格遥此外著名导演史蒂文窑斯皮
尔伯格也是本片监制之一遥电影取材于
阿姆斯特朗传记袁再现了上世纪六十年
代人类历史上辉煌震撼的登月行动袁为
观众揭示了这壮举背后不为人知的挑
战尧艰辛尧泪水甚至牺牲遥影片将于今年
10月 12日在北美上映遥 肖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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