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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2019国际篮联（FI-
BA）篮球世界杯就将在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南京、
东莞、佛山八个中国城市拉开
帷幕。无论是赛事前身“篮球世
锦赛”，还是如今的“篮球世界
杯”，这项篮球世界最顶尖的赛
事，首次在中国举办，来自全世
界的32支最强队伍齐聚神州大
地，作为国际篮联做出重大赛
制改革，将世界杯的名次与奥
运会参赛资格挂钩后的首届世
界杯，本次比赛必然竞争异常
残酷激烈，有五大“悬念”即将
揭开。

2019篮球世界杯明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八个中国城市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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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5 首当东道主 中国队能否“直通”东京
本届男篮世界杯，国际篮联

对世预赛的赛制进行了改革，让
世界杯的名次与奥运会挂钩。世
界杯将有7支球队直接获得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分别
是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头名球
队，以及欧洲和美洲的前两名；剩
下的4个名额通过资格赛产生。最
终，11支国家队加上2020年东京
奥运会的东道主日本男篮，共12
支球队参加决赛圈的比赛。

对于中国队来说，此次家门
口作战，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
作为东道主，除了能得到祖国球
迷的热情支持之外，签运也是相
当不错，根据FIBA对参赛32支国
家队的最新实力排名，中国排名
所有球队第13位，在本组排名第
一，小组主要对手波兰队痛失主

力中锋兰佩，其他两个对手科特
迪瓦和委内瑞拉同样人员不整。
从纸面实力上看，中国在第一阶
段小组赛中甚至有可能三战全胜
出线。进入到第二阶段小组赛，中
国队所在的A组前两名将遇上B
组前二（很有可能是阿根廷和俄
罗斯），只有在这四支球队中排名
前二，中国队才能打进八强。

然而，从组建开始，本届中国男
篮就面临伤病侵袭，两大前锋丁彦
雨航、周鹏先后伤退（后者更是在开
赛前三天突然倒下），使得中国队实
力大为受损，最终12人名单甚至到
昨天才最终出炉。从此前的一系列
热身赛的情况来看，中国队表现也
很难令人放心，在17场热身赛（包
括与澳大利亚NBL联队的3场比
赛、5场NBA夏季联赛、2场斯坦科

维奇杯比赛、3场四国邀请赛以及
与喀麦隆队和巴西队进行的4场热
身赛）中，中国队取得了9胜8负的成
绩，但其中最有价值的5场NBA夏
季联赛，中国队只取得1胜4负的成
绩，而面对巴西队也是两战全负。
在这一系列热身赛中，中国男篮的
进攻问题暴露明显，尤其是命中率
令人担忧。球队在17场比赛中三分
命中率仅为30%，罚球命中率65.5%，
队中缺少投篮精准的投手。随着
丁彦雨航和周鹏的退出，中国队
在小前锋位置上几乎功力尽废。

史上最弱“梦之队”能否捍卫美国篮球
如果问篮球史上最强的国家

队是哪支，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
美国“梦之队”，在参加的18次奥
运会中，美国男篮只丢过三次金
牌。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队一直
对于篮球世界杯不重视，在篮球
世界杯历史上，美国队只获得过5
次冠军——甚至，在2002年美国
本土举办的世锦赛上，东道主只
尴尬地获得了第六名。

然而，不重视归不重视，阵
容“朴实”归“朴实”，由NBA球星
组成的梦之队，依然可以笑傲世
界杯，在此前两届世界杯（土耳
其、西班牙），美国都拿到了冠
军。然而，今年的这支“梦之队”，
实在是太“朴实”了一点。由于美

国男篮采用“邀请制”的征召模
式，球员不是必须接受球队征
召，可以因为各种理由甚至不需
理由退出球队。从组队开始，众
多大名鼎鼎的球员都陆续退出
了今夏的美国队，安东尼·戴维
斯、詹姆斯·哈登、埃里克·戈登、
凯文·勒夫、达米恩·利拉德、C.J.
麦科勒姆、安德烈·德拉蒙德、托
拜厄斯·哈里斯和保罗·米尔萨
普……退出的这些球员如果能
组成一支球队，名气远超现在的
这支“梦之队”。更尴尬的是，随
着8月25日湖人队球员库兹马退
出美国男篮，美国男篮的最终12
人名单自动生成，是的，美国队
的最终名单，是退出来的，而不

是主教练选出来的……
在最终的美国队12人大名单

中，只有肯巴·沃克和米德尔顿两
人入选了上赛季的全明星赛，只
有沃克一人入选了上赛季NBA最
佳阵容，而有过国家队经历的也
只有巴恩斯一人。这些球员中没
有关键时刻能够一锤定音的超级
巨星，也缺乏足够有天赋的未来
之星，被外界认为是“史上最弱”
的“梦之队”，他们甚至在此前，输
给了从未输过的澳大利亚队，让
外界一片哗然。就连前NBA巨星
科比都觉得这支梦之队实在有些
不靠谱，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这
样的疑问：“你觉着这支美国队准
备好三连冠了吗？”

谁能挑战“梦之队”霸主地位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既然

这支美国队丧失了绝对的统治
力，那就不要怪其他“诸侯”蠢蠢
欲动。率先“揭竿而起”的，是传统
豪强塞尔维亚，作为前南地区首
屈一指的篮球强国，塞尔维亚一
直都在试图挑战美国队，五年前
的西班牙，塞尔维亚在决赛中不
敌美国，与首届篮球世界杯的冠
军奖杯失之交臂。三年前的里约，
在奥运会男篮决赛中，塞尔维亚
再次负于美国，无缘金牌。本届男
篮世界杯，塞尔维亚男篮兵强马
壮，除特奥多西奇因伤休战外，尼
古拉·约基奇、波格丹·波格丹诺

维奇、博班·马里亚诺维奇悉数随
队抵达中国。尤其是约基奇，是最
近两个赛季NBA最好的中锋，上
赛季入选NBA最佳阵容，能力非
常全面，堪称当今世界第一中锋。
在他的带领下，塞尔维亚已经成
为本次世界杯夺冠的最大热门，
最新一期世界杯实力榜，他们超
越美国排名第一。

还有希腊队，尽管他们近年
来在大赛中没有突出的成绩，但
在“字母哥”阿德托昆博的带领
下，他们有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此外，西班牙作为2006年男篮世
锦赛的冠军，虽然近年来状态有

所下滑，但在小加索尔和卢比奥
的领军下，再加上埃尔南戈麦斯、
米罗蒂奇等NBA当打球员，实力
同样不可小觑。

需要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和法
国同样有机会扮演挑战者角色。在
此前结束的一场热身赛中，澳大利
亚男篮以4分优势击败美国男篮，
终结了对手在国际赛事中的78连
胜。那场比赛中表现最为抢眼的球
员非米尔斯莫属：效力于NBA马
刺队的他，单场轰下30分，并且包
办了球队的最后10分。而法国则拥
有戈贝尔、巴图姆等五名效力于
NBA的球员。

“字母哥”能否包揽MVP
随着哈登和安东尼·戴维斯

的退出，本次世界杯最大牌的球
员，无疑是希腊队的领袖球员

“字母哥”阿德托昆博。上赛季
NBA常规赛，他场均可以贡献
27.7分12.5篮板5.9助攻1.28抢断
1.53盖帽，在他的带领下，雄鹿在
常规赛取得60胜22负的骄人战
绩，高居联盟第一。最终，字母哥
凭借着出众的个人表现，当选常

规赛MVP。结束了上赛季NBA征
程后，字母哥并未像很多NBA球
星那样选择休息、养伤，而是很
快地投入到男篮世界杯的备战
当中。被称为“希腊怪兽”的字母
哥，期待着在世界杯赛场上证明
自己的统治力。

若是希腊能在本届世界杯
进入四强甚至走更远，阿德托昆
博很有希望在世界杯冲击MVP。

如果阿德托昆博能在同一年拿
到 NBA 常 规 赛 MVP 和 世 界 杯
MVP，他将创造历史，成为第一
个做到这点的球员。之前，有三
个NBA常规赛MVP在世界杯赛
场上拿到过MVP，分别是1994年
的沙奎尔·奥尼尔、2002年的德
克·诺维茨基以及2010年的凯文·
杜兰特，但同年他们并未拿到常
规赛MVP。

日本队 能否挑战中国队亚洲霸主地位
本届世界杯还有一大看点，

就是迅速崛起的日本男篮，是否
能够对中国队在亚洲的霸主地
位形成威胁。在此之前，日本男
篮的实力相当平常，1994年至
今，他们在亚运会上仅拿到过一
枚铜牌。然而，随着八村垒、渡边
雄太等一批新星涌现出来，归化
球员尼克·费泽卡斯加盟，日本
男篮迎来崛起的机会。尤其是混
血球员八村垒。作为今年NBA选
秀大会的第9顺位新秀，八村垒

展现出了极大的潜力。此前在日
本与德国的热身赛中，八村垒砍
下31分5篮板，率队完成逆转。可
以预见，经历过NBA的历练，这
名新秀未来的实力必将进一步
提升。

按照国际篮联新的规则，世
界杯成绩与奥运会资格相挂钩，
由于日本是下届奥运会东道主，
自动入围，因此他们在本次世界
杯上的成绩并不会影响到中国队
的晋级前景。然而，随着日本队实

力渐涨，在下一届世界杯上，他们
就会对中国队的奥运会资格发起
最大的冲击，知名篮球评论员苏
群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这样写
道：“四年后的世界杯就不同了，
那时候八村垒25岁，即将进入成
熟期，到时日本国家队的实力不
可预料，如果在世界杯上排名高
于中国队，那么自1984年以来从
未缺席奥运会的中国男篮，有可
能去不了巴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中国男篮小组赛赛程
8月31日 中国男篮VS科特迪瓦
9月2日 中国男篮VS波兰
9月4日 中国男篮VS委内瑞拉

当地时间8月28日，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开
幕，中国女星倪妮、钟楚曦走上红毯。值得一提的是，娄
烨执导，巩俐、赵又廷、张颂文、王传君等主演的《兰心大
剧院》入围主竞赛单元，该片将在威尼斯电影节期间首
映。据悉，这是巩俐第4次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
元，她也将冲击自己的第二座威尼斯电影节影后奖杯。

除了中国演员倪妮和钟楚曦，日本导演是枝裕
和、法国演员朱丽叶·比诺什等悉数亮相威尼斯红毯，
是枝裕和新片《真相》由凯瑟琳·德纳芙、朱丽叶·比诺
什、伊桑·霍克、露德温·塞尼耶等主演，全部在法国拍
摄，讲述母女之间的真相、爱恨情仇被一层层剥开的故
事。《真相》是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开幕影片。据了解，
入围本届威尼斯电影节的中国电影分别为：《兰心大剧
院》、《继园台七号》、《气球》。其中，由娄烨执导的《兰心
大剧院》、杨凡执导的《继园台七号》一起入围了主竞赛
单元，万玛才旦执导的《气球》入围了地平线单元。

据了解，《兰心大剧院》设定在1941年的上海，围
绕一名女演员（巩俐饰）展开。此外，本片的演员阵容
除了巩俐、赵又廷外，还有小田切让、帕斯卡·格里高
利、王传君等助力。电影里的长镜头是其特色之一，
赵又廷曾表示有一场自己跟巩俐的对手戏，拍摄了
长达27分钟。除此之外，动画电影《继园台七号》由导
演杨凡执导，幕后配音阵容强大，张艾嘉、赵薇、林德
信、吴彦祖等纷纷为该片献声。据了解，影片改编自
杨凡2012年撰写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夜晚》，讲
述了一名大学生、单身的母亲与年轻的女儿，三人之
间错综复杂的感情故事。电影《气球》则是由导演万
玛才旦执导，由其导演的《塔洛》和《撞死了一只羊》
也曾入围过威尼斯电影节。

据了解，本次威尼斯电影节将持续11天，具体举
行时间为威尼斯当地时间8月28日至9月7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曹凤洁

28日早上，在成都地铁2号线人民公园站、牛王
庙站和3号线省体育馆站，一场快闪“悄悄”上演。

此次快闪活动以“成都挺好的”为主题，分三条
支线，通过浸没戏剧作为呈现方式，旨在传播都市生
活正能量，引发“成都挺好的”这一情感共鸣。

整场快闪有8名《成都偷心》演员参与。他们分成
3 组，同时进入上述 3 个站点进行表演。牛王庙站的

“给自己的烟花”、人民公园站的“我，在路上歌唱”和
省体育馆站的“生活中的小确幸”，三条支线同时进
行，最终汇聚于春熙路地铁站地面广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了解到，这是为响应成都
“三城三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塑造“三城三
都”城市品牌，《成都偷心》联合成都地铁开展的城市
文化快闪活动，向成都市民推广浸没戏剧概念。

如今，年轻人在生活和工作中总免不了面临焦
虑，但一直没有停止过努力。《成都偷心》的4位演员，
在牛王庙站汇集，旋转跳跃，张扬青春。在现场，他们
引导驻足的观众缓缓举手，在头顶处突然张开五指，
用一段意象化的肢体表演，给观众以鼓励和治愈。此
情此景，让我们想起里尔克的那首诗：“你如果，缓缓
把手举起来/举到顶，再突然张开五指/那恭喜你，你
刚刚给自己放了个烟花。”

“年轻人永远在路上，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成都偷心》的两位演员，在人民公园站，一人弹着尤克
里里唱歌，一人在她身旁环绕跳舞。歌词里写着：“我做
了一个梦，你在我梦中，你咬了一口苹果，靠着大树笑
着，天空蓝蓝的，白云轻飘飘的……”透过地铁声、人
声、广播声传到路过乘客的耳朵里，让这座城市里的
人，想起奋斗，想起自己，想起爱情，想起梦想。

带刺的仙人球，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成都偷心》
的两位演员，在省体育馆站，手捧仙人球跳舞。过后，
仙人球被浇上黑色墨水，再“绽开”一朵小花。这颗仙
人球随后被随机送给现场的一位乘客。想起来，生命
中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最让人记忆深刻。通过这段
表演和互动，目的也是为了给参与其中的这位乘客
提供今日的一份小确幸。

《成都偷心》制作出品方域上和美文旅相关负责
人表示：“《成都偷心》作为中国先锋戏剧导演献给成
都的浸没式戏剧，自今年6月8日首演以来，受到成都
观众的强烈关注跟热情支持。因此，我们想通过地铁
快闪这样一种形式，让我们的演员走出剧场，让更多
成都人感受浸没式戏剧的魅力，哪怕是擦身而过的
一瞬间。《成都偷心》不同于传统戏剧，其魅力存在于
观众跟随演员在剧场里行走时，不同视角下的不同
感受，这可能是演员的一句台词、一个动作，甚至一
个眼神，也可能是剧场内的某一处装置等。这次快闪
我们借助‘给自己的烟花’、‘我，在路上歌唱’、‘生活
中的小确幸’三条支线，目的是为了让每个热爱成
都、在路上的人，享受跟戏剧相遇、跟美好相遇。成都
的悠闲不用赘言，我们所感受到的，包括《成都偷心》
和这次快闪所体现的，是一个日日更新，更年轻更先
锋的成都。成都的打开方式不止一种，这次快闪是我
们被成都‘偷心’的一段愉快旅程。”

支线表演结束后，所有演员汇集到春熙路地铁
站地面广场上。待所有演员集合完毕，演员们开始集
体表演舞蹈。

“成都偷心”专属的“偷心BUS”到站后，所有演
员一起奔向偷心BUS，快闪结束。

此外，演员们在地铁上表演时，随机向路人发放
了共6张神秘卡片。拿到卡片的vip观众，拨打背后的
电话，本周五（8月30日）可邀请4位朋友一起免费观
剧。届时，“偷心BUS”将再次来到IFS接上这些幸运
观众后，前往域上和美先锋剧场，参观后台并看剧，
一起探索更多《成都偷心》的秘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李铭铭

威尼斯电影节开幕
3部中国电影入围

《成都偷心》
地铁快闪

邂逅不一样的成都早高峰

易建联仍是中流砥柱

约基奇受球迷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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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村垒率日本队抵达上海

米切尔是“梦之队”的未来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