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健体魄只是冬泳送给我
的第一个礼物， 更重要的是让
我保持了一颗年轻的心。

达人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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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蔡矜宜 责任校对 彭扬体育 ２０12年3月28日 星期三10

“其实没什么秘诀， 不过是经常参
加体育运动而已 ， 所以才显得年轻一
些！” 谈到如何做到活力永驻， 64岁的王
玉珍乐呵呵地说： “冬泳！”

初学时险遭意外
如今虽然是湘西凤凰冬泳圈的 “领

军” 人物之一， 王玉珍对刚刚接触冬泳
时的忐忑依然记忆犹新， “就像襁褓中
的婴儿， 浑身打颤， 在朋友的死拉硬拽
下才入了水。”

出生在凤凰县腊尔山区的王玉珍从
小就是个旱鸭子， 虽然后来在凤凰景区
经营酒店， 每天都面对东流而去的滔滔
沱江， 她依然无法将自己与游泳联系在
一起。

但在地形地貌复杂的凤凰景区 ， 想
找点合适的运动方式还真的有点难 ， 年
纪渐渐变大、 身体逐渐变差的王玉珍只
得硬着头皮向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挑战。

“那是在1998年的7月， 还不是寒冷
的冬季呢， 在五六个冬泳前辈的 ‘护卫’
下 ， 穿着救生衣的我战战兢兢地入了
水。” 虽然就此与游泳有了 “第一次的亲

密接触”， 但萦绕在王玉珍内心的恐惧并
未消散， 那件救生衣， 一直陪伴了她一
年， 才正式 “下岗”。

“那件救生衣我至今都保存着 ， 每
次看到它， 都会勾起我的回忆。” 穿着救
生衣游了10个月后， 王玉珍对水的恐惧
逐渐消弭， 虽然技术尚未纯熟 ， 穿着救
生衣的她已可独自游上3000米 。 就在自
信心逐渐提升的时候， 王玉珍却闹出笑
话， 险些溺水。

“那天刚忙完工作 ， 心情急躁的我
换了泳衣便来到沱江边， 连热身都没做
便跃入江中。” 清凉的江水让疲惫的王玉

珍顿时舒爽， 游了200米之后， 她突然意
识到自己没有穿救生衣！ 慌张中 ， 王玉
珍急忙向岸边游去， 焦急的心态导致动
作变形， 等到王玉珍挣扎着游到岸边时，
已几近虚脱。

从沱江游向全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玉珍的技术稳

步提升， 逐渐成为一名业余冬泳的资深
玩家。 2005年 ， 年近60的王玉珍开始游
向全国。

当年10月， 王玉珍随凤凰冬泳队赴
湖北宜昌参加全国冬泳锦标赛。 首次参
加比赛的王玉珍成绩不甚理想， 但开拓
了眼界， 学到更多的专业技能。

此后， 王玉珍又参加了在抚顺 、 石
狮、 大连举行的全国冬泳锦标赛， 逐渐
在老年组比赛中脱颖而出， 多次获得前8
名的好成绩。

游了14年， 王玉珍感慨良多 。 “冬
泳是一项特别考验意志力的运动， 在寒
冷的冬季跳进冰冷的河水， 不但需要十
足的勇气， 更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

每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3月， 只要不
出差， 王玉珍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去沱
江游泳。 “虽然凤凰的冬季不像北方那
么寒冷， 但潮湿的气候条件， 让这项运
动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只有不间断地保
持对江水的适应， 才能避免在冬泳中出
现意外情况。”

拥有 “60岁的年龄 ， 40岁的身体 ”
后 ， 王玉珍的生 活 充 满 激 情 ， 她 说 ，
“我连冬泳都坚持了14年， 还有什么能够
让我停下脚步呢？”

虽已年逾花甲， 来自凤凰的王玉珍看起来却只有40多岁， 举手投足之间虎虎生威，
感冒、 发烧完全与她 “绝缘”。 是什么让她的身体如此健康， 精神如此矍铄———

活力永驻的秘诀

本报记者 王亮

据新华社纽约3月26日电 （记者 张荣锋） 纽约尼克斯两大
球星林书豪和斯塔德迈尔26日都因伤缺席了尼克斯对阵密尔沃
基雄鹿的比赛， 两人何时能够重返赛场还无从得知， 这对正在
角逐季后赛席位的尼克斯不啻是重大打击。

他们两人都是24日对阵底特律活塞时出现身体不适的。 林
书豪的问题是右膝酸痛， 斯塔德迈尔则是背疼。 林书豪参加了
26日上午半场攻防训练， 结果他五投零中， 状态不佳， 但预计
伤病并不严重； 斯塔德迈尔的情况要糟糕很多， 他没能参加上
午的训练， 目前正在家接受治疗。 斯塔德迈尔的修养时间恐怕
要比较长， 他在26日接受核磁共振检查时发现腰间盘突出。

目前尼克斯的伤病名单上还有防守悍将杰弗里斯。 斯塔德
迈尔是尼克斯本赛季表现最稳定的球员， 他场均贡献17·6分和
8个篮板； 林书豪在尼克斯队的组织作用也无人能敌。

“阿马尔 （斯塔德迈尔） 是我们很关键的一部分， 我真希
望他能在场上比赛， 而不是在场下观赛。 但他的健康对于我们
未来的客场比赛更重要， 现在只能观察他的恢复情况， 再做出
相应的决定，” 尼克斯主教练伍德森评价说。

林书豪小斯缺席“逐鹿战”

本报3月27日讯 （记者 蔡矜宜） 在今天进行的WTA皇冠
赛事迈阿密索尼爱立信公开赛的单打第4轮比赛中， 中国金花
李娜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上演逆转好戏， 以3比6、 6比4、 6比2
击败利斯基， 成功晋级女单八强。 下一轮， 李娜将与世界排名
第二的老对手莎拉波娃狭路相逢。

此前李娜和莎娃有过9次交手， 李娜以4胜5负稍处劣势 ，
但在两人最近的4次交手中， 李娜取得全胜战绩。 晋级八强后，
李娜表示： “莎拉波娃是个了不起的斗士， 比赛不到最后一分
从不会放弃。”

李娜晋级迈阿密公开赛八强

CBA总决赛已进入关键阶段， 京粤第4回合的争夺将于今
晚打响。 针对北京主场， 中国篮协昨日重拳出击扫荡 “京骂”，
维护赛场秩序。 “京骂” 声音刺耳， 多年来横行于中超及CBA
赛场， 并由北京波及全国， 害莫大焉。

心态猛如虎。 在 “月入7500元仍没安全感” 的焦虑时代，
球场往往成为球迷宣泄激情的最佳场所。 在焦虑心态下， 球迷
留给球场更多的是愤懑不平， 是矿泉水与激光笔齐飞， 是辱骂
与无端宣泄。 荡涤 “京骂”， 更多在于 “疏” 而不在于 “堵”。
仅仅通过罚款甚至端掉主场剥夺球迷现场看球的权利， 以此提
升球迷的素养， 实属缘木求鱼。 疏导焦虑心态， 是一个社会问
题， 只有和谐社会文化的建立， 才能疏导释解个体压力； 只有
公共规范的执行， 才能促使球迷整体素养的提升。

观众席上球迷焦虑， 赛场上球员也焦虑。 8年内7次夺冠的
广东宏远队， 竟被首次杀入总决赛的北京队逼到墙角。 “0比2
落后无人翻盘” 的CBA定律， 将卫冕冠军置于极其尴尬的境
地。 幸亏广东队主帅李春江及时疏导， 一面调集重兵集体防守
马布里， 一面派上 “奇兵” 李原宇， 才刹住连败的势头。

相对而言， 北京 “黑马” 胜在心态上。 较之兵强马壮的卫
冕冠军， 以挑战者姿态出现的北京队在绝对实力上处于劣势。
但是， 从最初的 “能闯进季后赛就是英雄”， 到 “能杀进总决
赛就是成功”， 再到 “还差两场就能夺得总冠军”， 北京队的梦
想变得越来越真实， 队员们在场上拼搏的动力也是越来越大，
信念越来越坚定。 北京队所迸发出的激情和火力， 足以搅乱
CBA格局， 而朱彦西、 翟小川、 吉喆等几名新人王的崛起， 更
为球队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活力。

经过3个回合的较量， 被逼到墙角的广东队也放下了卫冕
冠军 “想赢怕输” 的包袱， 以拼的姿态迎战剩下的比赛。 今
晚， 究竟是北京队率先拿到赛点， 还是双方重新回到起点， 一
切都还扑朔迷离。 但有一点， 心态猛如虎。 究竟是下山的猛虎
还是捣乱的恶虎， 完全取决于球队的心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本届CBA总决赛， 是球员和球迷一次
心态的洗礼。

心态猛如虎
■场外任意球

苏原平

刘翔挑战高难度冲刺伦敦奥运

19： 30 CBA总决赛第4场
北京VS广东 CCTV5
22： 35 世乒赛男团第4轮
中国VS中国香港 CCT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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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金108比91公牛
英超
曼联1比0富勒姆

3月27日， 在2012年世界斯诺克中国
公开赛外卡轮的一场比赛中 ， 中国选手
金龙以5比4战胜爱尔兰选手菲戈·奥布莱
恩， 晋级正赛。 新华社发

本报 3月 27日讯 （记者 蔡矜宜 ）
2012钻石联赛上海站今天举行了启动仪
式， 中国飞人刘翔和师傅孙海平作为嘉
宾出席， 本次比赛将于5月19日在上海体
育场进行。 孙海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要想在伦敦奥运会夺冠， 刘翔需
要跑出12秒90的成绩。”

刘翔： 最大的对手是自己
参加钻石联赛上海站的运动员可谓

大牌云集。 在110米栏项目上， 除了刘翔
外， 美国名将奥利弗以及大邱世锦赛冠
军理查德森也都确定参赛。 “来者都是
客， 来者也不善。” 刘翔表示， 奥利弗和
理查德森的参赛将加大自己卫冕的难度，
关键还是看自己平时的训练水平。

在今年的几站室内赛上， 刘翔既有
打破亚洲纪录的耀眼表现， 也遭遇了梅
里特等新势力的强力阻击。 展望伦敦奥
运会， 刘翔表示： “自己才是最大的对
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还要看临
场发挥。”

孙海平： 仍需挑战高难度
对于刘翔在室内赛的表现， 孙海平

给予很高的评价： “本次系列室内赛是
刘翔出道以来收获最大的一次， 相比较
2008年， 他已经更加成熟。”

孙海平认为， 土耳其室内世锦赛之
后， 刘翔七步上栏的技术已经基本定型。
“目前的重点是在提高他前5个栏的同时，
保持他后程原有的优势 。 但是这很难 ，
目前来看， 还没有人可以在前5个栏最快
的同时后程速度依旧能保持下来。” 孙海
平说道， 这意味着刘翔挑战的将是前无
古人的高难度。

对于刘翔的伦敦奥运会前景， 孙海
平非常谨慎， “奥运成绩难预测， 按照
现在的形势预测， 12秒90才是比较保险
的夺冠成绩 。 刘翔目前训练状态不错 ，
但是老伤部位练多了还是会痛。” 跑进12
秒90， 意味着需要具备冲击12秒87世界
纪录的实力。图为刘翔在2012钻石联赛上海站启

动仪式上。 新华社发

王玉珍畅游凤凰沱江。 王玉珍 供图

体育达人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 年 3月 27日

第 2012080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37 1000 837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2575 160 412000

4 2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2年3月27日 第2012035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9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1672795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6
二等奖 13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5926804
3 16850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047
90913

1550836
12379980

66
2877
51038
391799

3000
200
10
5

0511 12 21 24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