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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败之后 我们如何面对未来十年
新华社广州 9 月 10 日电 不敌尼日
利亚，中国男篮以一场败绩结束了篮球
世界杯的征程。如果说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姚明带领中国男篮杀入八强，创下了
中国男篮历史上的一个高峰的话，那么
从 2009 年兵败天津亚锦赛开始的 10 年，
则是中国男篮低谷的 10 年，而 2019 年在
主场举行的世界杯赛中的失利，则为这
10 年增加了更为浓重的悲情色彩。
10 年间，中国队两夺亚锦赛冠军，也
曾拿到过亚运会冠军，但在参加的 3 届世
界大赛的 15 场比赛中，仅在非洲的科特
迪瓦和亚洲的韩国队身上取下过胜利。
10 年间，中国队的领袖易建联一直
等待着“接班人”的出现，但在广州的赛
场上，32 岁的他依然只能凭借着单枪匹
马的冲杀扛着中国队前行。
10 年间，国际篮坛风云变幻，技战术
水平不断提高，但男篮的进步显然与球
迷的期望相去甚远。
兵败主场，
10 年已逝。为什么中国男
篮会接二连三地遭遇败绩？中国男篮在世
界篮坛的定位究竟怎样？我们应该采取怎
样的做法才能让男篮的实力有根本性的进
步？面对这些问题，中国男篮需要反思。
不仅要给关心中国篮球的球迷们一个说
法，更要积存足够的经验、教训、勇气、信
心，
去面对未来十年更为严峻的挑战。
为什么？
——实力、技战术与临场的全面差距
客观上看，这届中国男篮拥有一定
的实力。全队平均年龄 26 岁，拥有易建
联、周琦、王哲林这 3 位身高超过 2 米 10
且各有特点的内线球员，全队由在 CBA
联赛顶尖的国内球员组成，比赛经验不
可谓不丰富，且在亚洲赛场上，中国队曾
连续获得亚锦赛冠军和亚运会冠军，获
得雅加达亚运会冠军时，中国男篮甚至
并未派出全部主力。
备战世界杯，中国男篮红蓝队合二
为一，并进行了长期集训备战，但合并后
的阵容在世界杯的考验之下依然暴露出
了很大问题。在 32 支队伍中，中国队的
三分球命中率排名倒数第四，场均助攻
数排名倒数第七，在体现基本功的罚球
命中率这一项上，中国队竟排名垫底。

◇青海宏都青稞酒业有限公司青
BL6258 的车辆登记证书遗失，特此声
明。

资深篮球教练柳继增认为，
“以赛代
练”中比赛是一方面，但训练质量和基本
功的练习同样非常重要。
“运动员的基本
功不够，得分能力并不是很强，非常稳定
的得分点还是比较少。
”他说。
曾经代表中国参加了 1984 年奥运会
的男篮名宿王立彬表示，中国男篮人员
的身高结构已经十分出色了。
“ 周琦、王
哲林，以前你想象不到有这么多大个儿
运动员，但是技战术这方面还没有到，在
对抗性上还不够，失去对抗性，其他的都
没有意义，因为技战术都是要在对抗中
完成的。
”王立彬说。
除实力与技战术能力之外，中国队
主教练李楠的排兵布阵与临场指挥也引
起了一些争议。对于李楠的评价，受访
专家们观点不一，有观点认为李楠需要
为国家队的成绩负责，在一些关键比赛
中的关键指挥是否妥当值得商榷。一位
资深业内专家表示，中国男篮在此次比
赛中未能完全发挥出真实水平，主教练
李楠对于球队的掌控能力明显不足，在
对球员的选择和使用方面，也存在着“疑
问手”。也有观点认为李楠毕竟是一名
年轻教练，也曾带领男篮拿到过一定的
成绩，不应该通过一场或几场比赛结果
来简单判断他的执教能力。
对于李楠，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在赛
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教练组尽了所有的
努力，带领我们的球队，团结我们的球
队。我们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一
个教练组可以解决的。
”
从赛场表现来看，中国队队员在强
对抗、强压力面前未能充分发挥自己在
平常状态下的水平，在配合的默契程度、
临场决断能力、关键球处理能力等方面
均暴露出了短板，在整体实力、技战术能
力和临场应变能力等各方面，均与欧美
强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怎么样？
——中国男篮需提升
“国际竞争力”
在世界篮坛的格局中，亚洲与非洲
一直是实力最弱的两个大区，不过在这
次世界杯上，代表亚洲最高水平队伍之
一的中国队与代表非洲最高水平的尼日
利亚队在进行了一场真刀真枪的比拼之

◇互助县富民农村能源服务专业
合作社青 BU2832 的车辆登记证书遗
失，特此声明。
◇海东市暖心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91632100MA7527RY4W）遗 失 ，特 此

后，人们发现，非洲队已经开始逐渐在实
力上占据一定的上风了。资深篮球记者
徐济成表示：
“ 原来就是欧洲、美洲领先
世界篮球，中国在亚洲这地方是相对隔
绝的这样一个篮球的孤岛，但随着现在
的非洲篮球靠近欧美，显得中国篮球和
亚洲篮球的进步幅度就不够了。”
按照国际篮联以往的规则，
直通奥运
会的资格由奥运会之前一年的洲际锦标
赛产生，具体到亚洲，在近年来国际篮联
每届奥运会都会分配给亚洲一个名额，
也
就是说，
拿到亚锦赛冠军的队伍将代表亚
洲参加次年的奥运会。除 2008 年以东道
主身份参赛之外，从 1984 年奥运会开始，
中国队在每一届奥运会之前的亚锦赛上
都成功拿到了冠军，因此自 1984 年以来，
中国队从未缺席过奥运会，
这也被认为是
中国男篮的一种传承和荣耀。
不过，2014 年篮球世锦赛改制为篮
球世界杯后，国际篮联为了加强各队对
世界杯的重视程度，将奥运资格和世界
杯成绩进行捆绑，在世界杯上成绩最好
的亚洲球队获得一个奥运会参赛席位。
表面上看，亚洲的奥运名额还是一个，但
产生的方式已大不相同，以往竞争的对
手是伊朗、韩国等亚洲队，而现在的对手
则是欧洲、美洲、非洲队，以往在纯亚洲
队伍中脱颖而出即可，而现在则需要在
对阵欧洲、美洲、非洲队伍中多赢、少输，
简而言之，中国男篮的竞争环境也随即
从亚洲级别变成了世界级别，难度和偶
然性都有所增加。
这一次，中国队恰恰是在与伊朗队
战绩相同的情况下因为净胜分低于对手
而无缘直通东京。
交锋的强敌越多、经历的高强度比
赛越多，中国男篮对于自身水平的定位
就越准确。
“亚洲第一，万事大吉”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队已经被迫走出
了“亚洲温室”。自此以后，中国男篮必
须直面世界级别的丛林竞争，唯有提升
自身实力，
才能有资格期待好的结果。
怎么办？
——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推进篮球改革
总结世界杯时，姚明表示：
“ 这一次
算是我们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吧。世界的

声明。
◇曹有全青 B56197 的车辆登记证
书遗失
的

◇青海日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水平与我们（拉得）真是越来越大了，我
们必须去努力地爬，从职业联赛到培训，
再到青少年的体教结合。我们有坚定的
决心走下去。我不会停止改革，我们不
能半途而废，必须更为坚定地走下去。
我们已经知道了世界的格局，必须向着
世界先进的水平去看齐。”
长期报道、采访篮球的人民日报体
育部主任薛原表示，国家队只是篮球改
革的一部分，而篮球改革的成功不能用
一届或几届比赛的结果来进行衡量。
“就
算这次出线了，我们的一些警报其实也
没有解除。除了 4 年的奥运周期外，我们
还有个跨度更长的人才培养、体系塑造
的周期，这个可能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我
们不能因为一个短周期的失败去否定长
周期，同样也不能因为短周期的成功而
不去改变长周期的一些东西。”
薛原说。
受访专家们认为，
此次兵败本土是中
国篮球的一次赛场失意，
但同时也是改革
机遇。姚明担任中国篮协主席之后，
实现
了业务主体从篮管中心到中国篮协的平
稳过渡，
在协会实体化、
CBA 联赛改革、
青
少年篮球发展、
体教结合等方面取得的成
效有目共睹。与此同时，
篮球改革依然面
临艰巨的任务，
中国篮协应在工作网络的
立体化覆盖、切实推动地方篮协改革、充
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作用等方面继续发
力，同时在工作方式上实现转变，真正按
照社团化、
市场化、
法制化的方式运作，
并
且进一步提升执行力。
在诸项改革措施中，扩大篮球人口，
紧抓青训培养是从根本上提高国家队成
绩的途径。中国男篮在青训和后备人才
方面遇到的危机是客观存在的，不过中
国篮协已经在着手重建青训体系，着手
解决基层教练培训不够、水平不高、球员
上升通道窄、高水平比赛机会少等问题。
积跬步方可至千里，
此次兵败暴露了
中国篮球在各个层面上的问题，
都需要从
业者们想好对策加以解决。篮球是中国
百姓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
在中国拥有
众多爱好者，
在全民健身、
体育产业、
体育
文化等层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
代表着中国篮球最高水平的中国男篮，
也
寄托着数以亿计的华夏儿女的殷切期盼。

（916321000745561593（1- 1））、公 章
（6321001005709） 、 财 务 专 用 章
（6321001005710）遗失，
特此声明。
◇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资金
往来结算票据（00056264）、
（00056280）
遗失，
特此声明。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