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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3 日晚中國男
籃對塞爾維亞男籃的一場中歐對
抗賽中，險因當晚執法裁判的執法尺度發生
肢體衝突。賽後，「愛國哨」遭千夫所指。「真是太令
人汗顏，一支國字號的球隊，非要靠裁判贏球，是對球員的侮
辱，不應該這樣。」央視主場于嘉表示：「我很想知道，在主教練和隊員都
更在意鍛煉過程，力求發現問題的一場熱身賽，贏球的結果到底對誰那麼重要？」
據內地傳媒統計，當晚的比賽，中國隊獲得超過45次罰球。其中，僅僅第3節，中國隊就
獲 12 次罰球之多。媒體質疑，如果沒有裁判奉送的 8 罰 3 擲機會，中國男籃極有可能在第 3 節結
束前就已經以兩位數落後，根本不可能出現於末節與對方平等對抗的機會。
第四節最後時刻，球碰到郭艾倫的腳出界，但裁判將控球權判給中國隊，最終引起
雙方規模不小的衝突。
裁判「愛國」、「愚忠」，中國男籃打架事件屢次地發生也是不爭
的事實。最嚴重的一次是 2010 年，在河南進行的一場男籃亞運熱
身賽中，中國與 巴 西 球 員 發 生 肢 體 衝 突 ， 隨 後 雙 方 隊 員 動
作越來越大，最終演變成一場群毆，雙方隊員整整打
了 40 多秒才被分開，比賽因此而被吹停。
23 日，中國男籃又差點與塞爾維
亞隊群毆，令不少網友感歎：
「中國男籃打架還可以，打球
的話，這兩年實在差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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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
晚，在哈爾濱上
演的一場中歐男籃對抗賽
中，中國男籃雖以 82：77 險勝塞
爾維 亞 隊 ， 但 雙 方球員在比賽最後時
刻，因一次邊線球的判決引發衝突，塞爾維
亞球員將籃球踢向觀眾席，兩隊球員及工作人員
衝入場內對峙，場面一片混亂，比賽被迫中斷 10 分
鐘。中國隊在賽事中獲得超過 45 次罰球，雙方教練
賽後齊齊質疑裁判執法尺度，並暗示衝突事件是「愛
國哨」惹的禍。

中歐男籃錦標賽分兩站進行，
首站已於本月 18－20 日在昆

山進行，第二站則於 23－25 日在
哈爾濱進行。四支球隊每站都將採
取單循環賽制，通過六場比賽的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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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籃的對陣順序均相同，先後迎戰
塞爾維亞、德國和黑山。
23 日晚對陣塞爾維亞的比賽，
■ 中國隊主教練宮魯
開場之後雙方進攻失誤較多，多次
鳴臨場督戰。
鳴臨場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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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攻未果。半場結束，中國男籃僅
以 40：37 領先。下半場，雙方競爭愈發激烈，至比賽最後時刻，郭艾倫防
守在失去平衡的情況下腳尖將球碰出邊線，但主裁判判決中國男籃邊線球引
發塞爾維亞隊不滿，塞爾維亞隊員將籃球踢向觀眾席，雙方險些發生大衝突，
比賽被迫中斷了 10 分鐘。比賽恢復後，塞爾維亞採取犯規戰術，趙泰隆最關鍵
時刻罰球線上2罰2中，為中國隊鎖定勝局。

雙方教練不滿執法尺度

蓄勢再爭金腰帶
熊朝忠 今戰 長沙

賽後，塞爾維亞主教練奧利弗對裁判員的執法尺度提出質疑：「我對前三場（昆山站）
比賽和這場比賽的裁判判罰持保留意見。今晚裁判的多次判罰值得商榷，我對比賽結果非常
不滿意，我們的隊員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待遇。」
而中國隊主帥宮魯鳴也表示，球隊一直跟裁判交代要按照亞運會的執法尺度來吹罰，但比賽中還是
出現了「愛國哨」。他認為球員對不利於自己的判罰處理得當，希望在客場比賽時也有這樣的心理承受
力。談到末節雙方險些發生大規模衝突，宮魯鳴說：「一直以來發生衝突的都是在國內，所以我們建隊以來
就提了要求，不允許任何隊員在國內出現打架事件，群毆就更不行了。」
此役，外界對「愛國哨」的質疑鋪天蓋地。從5月澳洲熱身賽起，中國男籃今夏一共打了 5場比賽，得到的
罰球數目分別為：33 次、48 次、38 次、32 次和 40 次，平均每場收穫 38.2 次罰球。23 日晚的比賽，裁判不但
判給中國隊超過 45 次罰球，末節最後時刻的控球權判罰更讓塞爾維亞隊險些罷賽。有內地媒體嘲笑道，中國
男籃贏得一場裁判吹來的勝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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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停賽4場

古李「十番棋」安徽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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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前 WBC 迷你輕量級世界拳王熊朝忠，今晚
將在湖南長沙迎來自己丟掉金腰帶之後的第二場
比賽。本場比賽的對手是來自印尼的 27 歲拳手傑
克·阿米薩，數據顯示，阿米薩有 52 場職業戰
績，不過從 2011 年開始，阿米薩已經連遭 16 連
敗，淪為給其他拳手刷數據的「工具」。
今年 2 月，熊朝忠在海口丟掉了已經兩次衛冕
的 WBC（世界拳擊理事會）迷你輕量級世界金腰
帶，為了保住排名，他的推廣人劉剛在其休息了3
個月後為他安排了一場調整戰。在 5 月 16 日的那
場調整戰中，熊朝忠第五回合KO（擊倒）菲律賓
■熊朝忠（左）今晚將在長沙
迎戰印尼拳手。
資料圖片

青少年高爾夫的發展，希望培養更多的中
國高爾夫後備軍力量。
■中新社

中韓古李「十番棋」圍棋賽第六局將於

武漢辦名校賽艇挑戰賽

本周日在安徽省金寨縣天堂寨風景區舉

衛冕冠軍慘敗 告別足協盃

行。李世石與古力是中、韓兩國圍棋的代
表人物，兩人曾分別獲得過 7 個和 14 個世
界冠軍頭銜。而本次「十番棋」此前的五
場比賽，韓國選手李世石以 3：2 暫時領
先。從 1 月起，古李二人先後進行 10 局比
賽，先勝 6 盤者為最終勝者，收穫全部的
500萬元獎金。如最終打平，雙方平分全部
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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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 12 支頂級名校賽艇隊，23 日在中
國最大城中湖——武漢東湖同場角逐國際
名校賽艇挑戰賽，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代

中國高爾夫第一男子球員梁文沖、中國
女子大滿貫第一人馮珊珊和中國高爾夫新

表隊成功衛冕。另外，當天，武漢大學、
華中科技大學還在此舉行第三屆「同城雙

生代領軍人物林希妤，23 日分別從世界各
地的賽場上回到中國上海，組成中國高爾

星」龍舟友誼賽。今年的龍舟比賽項目除
了傳統的龍舟賽男子組 800 米比賽、龍舟

夫最強組合——IMG「夢之隊」。據悉，

賽男女混合組 500 米比賽外，還新增加了
龍舟賽男子組 200 米比賽項目。最終華中
科技大學龍舟隊以 3 比 0 戰勝武漢大學龍舟

該「夢之隊」以具有豐富高爾夫管理經驗
的 IMG 國際管理集團為後盾，從多方面支
持球員衝刺奧運。同時，還將更多地關注

2014 中國足協盃 23 日晚繼續進行
八強爭奪戰，衛冕冠軍貴
州人和坐鎮主場迎來勁旅
北京國安的挑戰。最終憑
藉迪贊奴域、邵佳一和張稀哲的三個
進球，北京國安客場3：0大獲全勝。
兩隊近來狀態都不理想。在上周末
的聯賽中，貴州人
和客場爆冷負於哈
爾濱毅騰，目前僅
以 22 分排名聯賽
中游；而國安不僅
客場負於河南建業，核心
巴塔拉還在比賽中受傷退

■武漢大學友賽華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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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學
。
新華社

梁文沖 馮珊珊組夢之隊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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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手李奧·格雷茨，保住了 WBC 該級別第四的排
名。
據搜狐體育消息，經過兩個月的沉澱，熊朝忠
的心態發生了一些變化，23 日的訓練課前，熊朝
忠表示，現在他已下定決心，要「全心全意」地
重新投入到拳擊運動中。而重新投入之後，熊朝
忠本人和他的推廣人當然會將重新奪回「世界金
腰帶」作為最終的目標。為此，7 月 25 日的比賽
相比於上一場會少一些「調整」的意味，而多了
一些為「世界金腰帶」的戰意。
熊 朝 忠 今 晚 的 對 手 是 52 戰 20 勝 30 負 2 平
14KO、11 次被 KO 的印尼拳
手阿米薩。雖然從 2011 年開
始，這名印尼拳手開始淪為
「數據刷」，但用他刷數據
的拳手排名都很高，世界排
名前 15 的拳手有很多位。其
中就包括去年 12 月前往馬關
與熊朝忠爭奪世界金腰帶的
奧馬利·克米威利（世界第
七），以及 WBA 迷你輕量級
排名第八的西斯莫森等人。
劉剛明確表示，如果熊朝
忠這一場比賽能夠獲勝，可
能會有一場「世界金腰帶」
爭奪戰等待着熊朝忠。
■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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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隊球員迪贊奴域（
（右）
在比賽中射門。
在比賽中射門
。
新華社

場。兩隊都急需一場勝利扭轉頹勢。
比賽一開始，國安反客為主大打攻
勢足球，牢牢掌控場上的局勢，貴州

人和的控球率一度不到 40％。第 27 分
鐘，國安獲得左側角球，張稀哲將球
送到後點，無人盯防的迪贊奴域輕鬆
將球頂入大門，為客隊取得一球領
先。
失球後的貴州人和愈發急躁，不僅
在進攻毫無起色，防守也是失誤連連，
隊長孫繼海在場上多次大吼提醒後防站
位，卻依然沒有效果。第 51 分鐘，國
安再次取得進球，張呈棟右路帶球突破
後傳中，邵佳一衝頂破門。
比賽就此失去懸念。最後階段北京
國安再獲 12 碼，張稀哲主罰命中，
3：0。衛冕冠軍貴州人和以一場大敗
告別足協盃，「朱炯下課」的呼聲也
在貴陽奧體中心上空不斷響起。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