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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9日电 虽然“甜瓜”安
东尼9日刷出35分和8个篮板的不俗数据， 但他
带领的纽约尼克斯队还是以94比106不敌迈阿
密热火队，后者以总比分4比1挺进东部半决赛。

由于3位主力后卫林书豪、 戴维斯和萨姆
波特均因膝伤缺席比赛 ， 加上阵中二号球星
斯塔德迈尔手伤未痊愈 ， 尼克斯队代理主帅
伍德森只好把全队控球和投篮两大重担压在
安东尼一人肩上。

“甜瓜” 也没辜负主帅的期许， 31投15中
拿下全场最高的35分和8个篮板， 但热火 “三
巨头” 联手砍下67分， 让伤病满营的尼克斯无
力招架。

尼克斯队的出局也意味着因膝伤缺阵的林
书豪一场未战便结束了他NBA生涯第一个季
后赛。

本版责编 蔡矜宜 责任校对 胡永龙体育 ２０12年5月11日 星期五12

在4月下旬举行的湖南桥牌乙级联赛上， 一支平
均年龄仅15岁的学生桥牌队，甫一亮相便引起众人关
注。 这支“学生军”在6轮比赛中取得3场胜利，让人刮
目相看。 “这是我省棋牌联赛史上出现的首支学生队
伍。 近几年，桥牌这项益智运动走进了越来越多的校
园。 ”作为我省桥牌运动的“掌门人”，省桥牌协会秘书
长常和平5月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言语中带着欣慰。

这支创造历史的 “学生军”， 就是近两年 “异军
突起 ” 的长沙市二十一中桥牌队 ， 建队不到两年 ，
就连续斩获省内多项赛事的冠军， 并代表湖南参加
了全国中学生桥牌大赛。 在升学压力巨大的中学推
广桥牌， 长沙市二十一中为何短短两年能取得如此
成绩？

记者近日通过采访发现，原因有二。首先，是独特
的办学理念。 在长沙市二十一中校长黄一鸣看来，桥
牌与学习并不矛盾，相反，桥牌有利于培养学生解决
问题的思维能力以及协作能力， 提高学生的文化素
养。实行特色教育，挖掘学生特长，是长沙市二十一中
近几年的办学思路，学校目前开设了27门特色校本课
程，桥牌只是其中之一。 “桥牌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生
的喜爱和参与。 ”桥牌老师曹斌介绍，通过两年的开
展，目前长沙市二十一中的桥牌兴趣班人数，从最初
的30人增加到近百人。校桥牌队的学生每周进行两堂
训练课，表面上看占用了一定的学习时间，但队员们
的学业成绩普遍比学桥牌前有了提高。 其次，是舍得
投入。长沙市二十一中投入数万元改建了一个实训教
学楼，设两个专门的桥牌教室，教室内设施齐全，这在
全省高校都少有，学校每周的桥牌兴趣课和校队集训
都在这里进行。

“受资金、 师资、 认知等客观条件影响， 桥牌
在我省校园的推广和发展面临着不少问题， 长沙市
二十一中的经验值得借鉴。” 常和平说， “只要学校
重视， 学生、 家长理解和支持这项运动， 桥牌走进
校园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长沙有支桥牌“学生军”
本报记者 谭云东

本报5月10日讯 （记者 蔡矜宜 ） 昨晚 ，
在WTA皇冠赛事马德里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
中， 中国金花李娜以7比5和6比4力克德国新秀
科贝尔， 为印第安维尔斯8强战失利复仇的同
时， 也连续第3年闯进本项赛事8强。 1/4决赛
李娜将遭遇头号种子阿扎伦卡。

本场比赛是李娜与科贝尔的第5次交锋 ，
李娜取得前3次遭遇战的胜利， 但在今年的印
第安维尔斯8强战中， 被德国新星横扫。

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 李娜表示从来没想
当英雄， “打网球是我的工作， 我不知道自己
还能打几年， 现在只想好好享受网球。”

在昨晚的比赛中， 李娜两盘胜利均依靠盘
末发力 ， 两人无论是发球还是底线都展示出
不俗的状态 ， 双方拉锯战精彩的攻守转换节
奏相当紧凑。 最终， 中国一姐以7比5和6比4完
胜对手， 晋级8强。

李娜跻身马德里赛8强

圣火采集仪式返璞归真

5月10日， 在距离伦敦奥运会揭幕还
有78天之际， 伦敦奥运圣火在希腊奥林
匹亚的赫拉神庙前点燃。

700名嘉宾来到圣火采集的现场。 最
高女祭司伊诺·梅妮佳奇举着圣火盆来到
了凹面镜前， 通过反射的阳光点燃圣火。
随后， 伊诺·梅妮佳奇在古奥林匹克竞技
场入口处， 点燃了第一名火炬手希腊游
泳世界冠军斯帕罗斯·吉安尼奥蒂斯手中
的火炬， 同时将橄榄枝传递给他， 从而
开启了伦敦奥运火炬传递旅程。

奥运圣火采集仪式简约中不失隆重，
仪式总编导伊格娜迪欧表示， 返璞归真、
追求和平是仪式的主旨。 “人类目前面

临很多困境， 现代生活让人们的压力增
大， 我就在取火仪式的女祭司舞蹈部分
设计了 《宁芙精灵之舞》。” 伊格娜迪欧
说， 这一设计， 切合了现代人在纷乱生
活中追求宁静、 返璞归真的精神需求。

18名中国人将传递火炬

随着奥运圣火的点燃， 伦敦奥运会
正式进入倒计时阶段， 中国火炬手18人
名单也相继出炉。 其中既有李宁这样的
知名人士， 也有来自草根阶层的普通人。
其中， 李宁在希腊境内传递的火炬手名
单中， 王力宏和白岩松将参与6月23日在
英国曼彻斯特进行的奥运圣火传递， 冬
日那将在黑池传递， 而陶崇文将于英国
当地时间7月14日， 在南安普顿市区内完
成火炬传递。

“对于关注本届奥运会的中国民众
来说， 伦敦奥运圣火采集仪式上有两大
‘亮点’ 与中国一脉相承。” 希腊奥委会
新闻部主任帕帕赫里斯多说， 一是仪式
沿袭了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采集仪式的
许多创作风格； 二是仪式完成后， 在希
腊境内举行的圣火传递中， 曾为北京奥
运会主会场点燃圣火的中国体操名将李
宁， 将担任 “最后一棒” 火炬手。

从5月10日至17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
500名火炬手将在希腊的34座城市、 跨越
3000公里传递奥运火炬 。 17日晚， 火炬
将抵达雅典体育场， 希腊奥运会举重冠
军帕罗斯·迪马斯以及中国体操名将李宁
将共同点燃火炬盆， 庆祝希腊境内火炬
传递圆满结束 。 18日火种将飞抵英国 ，
之后开始在英国境内传递。 当地时间7月
27日， 火炬将抵达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主
会场 “伦敦碗”。

北京时间5月10日下午， 2012年伦敦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在希腊古
奥林匹克竞技场举行， 从而拉开了伦敦奥运会火炬传递序幕

本报记者 蔡矜宜

伦敦奥运圣火点燃

图为扮演最高女祭司的希腊女演员伊诺·梅妮佳奇 （右） 在点火仪式上点燃圣火。 新华社发

本报5月10日讯 （记者 王亮） “第4届 ‘芙蓉
王’ 杯两岸4地 （港澳台湘） 名人高尔夫球交流活动
暨湖南省优秀运动队捐赠仪式 ” 今天在长沙举行，
湖南中烟公司向省体育发展基金会捐赠550万元， 用
以支持两岸4地高尔夫球交流活动的开展以及湖南举
重、 体操等优秀运动队的进一步发展。 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陈叔红出席捐赠仪式。

据介绍，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公司捐赠550万元，
除了支持第4届 “芙蓉王” 杯两岸4地名人高尔夫球
交流活动顺利举行外， 更多的是作为湖南省体育发
展基金的一部分， 投入到举重、 体操、 羽毛球等我
省传统优秀项目上， 为我省培养更多的优秀运动员。

“芙蓉王” 杯两岸4地名人高尔夫球交流活动由
省体育局、 省体育发展基金承办， 将于5月、 6月分
别在澳门和益阳举行， 赛事旨在加深两岸4地的情
谊， 扩大交流， 加强合作， 促进港澳台湘经济、 文
化、 体育共同繁荣发展。

芙蓉王“助力”体育湘军

5月9日， 马德里竞技队以3比0战胜毕尔巴
鄂竞技队， 夺得欧联杯冠军。 新华社发

尼克斯惨遭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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