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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色上衣搭配米色大喇叭休闲裤 ，
眼前这位身材姣好穿着大方的女士就是来
自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原料采购中
心的胡海晖。 9月初， 胡海晖与同事远赴韩
国 ， 参加为期6天的中韩体育文化交流活
动， 她精湛的球技和场上的霸气， 留给韩
国羽毛球选手深刻的印象。

运动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2003年， 一场 “非典” 让中国大街小

巷的人都戴上了口罩。 那一年， 胡海晖30
岁。 “正是那场灾难， 让我突然意识到身
体健康的重要性。 从那以后， 我开始打羽
毛球、 练太极、 学瑜伽， 这一切让我觉得
特别享受。”

胡海晖说， “从那时起， 运动给了我
由内而外的改变， 让我的生活始终充满正
能量 。 无论是生活的挫折 、 身体的疾病 ，
我都能坚强乐观地面对。”

“2007年 ， 原料采购中心成立不久 ，
我们几个热爱运动的同事便成立了羽毛球
俱乐部。 一晃5年过去， 俱乐部的规模由最
初的5人发展到长期会员近60人。” 胡海晖
介绍说， 每个周一和周四晚上都是俱乐部
固定训练的时间， 俱乐部每年会组织各种
类型的比赛 。 大家通过以球会友的方式 ，
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很多同事的
家并不在长沙， 打球不仅能锻炼身体， 更
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 这也是我们成立
俱乐部的初衷。”

运动让思想得到一份专注
在胡海晖心中， 运动是一个习惯、 一

份享受和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我每天早
上6时起床， 晚上11时前就会睡觉， 周末也
如此。 在我的影响下， 全家人的作息都很
有规律。” 每个周末的早晨， 胡海晖都会风
雨不改前往烈士公园打太极拳。

太极拳在很多人看来是属于老年人的
“专项”， 胡海晖又是怎么迷上这个在年轻
人群中的 “非主流” 运动呢？ “最初对太
极拳感兴趣， 是因为一次出差。 当时， 我
参加一个专项资金审计， 一路走了很多城
市， 差不多大半个月都在外地。 一天早晨，
我发现我们的组长在打太极拳， 一时兴起
也就跟着练了起来。”

对于太极拳， 胡海晖并不是 “3分钟热
度”。 回到长沙后， 她四处寻找老师， “后
来听说烈士公园有专业老师， 我就寻了去。

清晨在公园呼吸新鲜空气， 伴着鸟鸣打拳，
让我一整天的心情都特别清爽。” 目前， 胡
海晖还拥有太极拳中级教练员资格。

其实， 并不是所有运动都需要挥汗淋
漓， 像太极拳、 广场舞、 徒步等健身活动，
正是时下亚健康泛滥的中青年人最需要的。
胡海晖说， “无论是在羽毛球场挥舞球拍，
还是在公园打太极拳， 或者只是静静的闭
上眼睛冥想， 运动最重要的是让我的思想
得到一份专注。”

幸福在动与静之间绽放
“每天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几乎都坐在

电脑前，几天不运动就感觉身体生锈了。 ”习
惯了隔三差五做运动的胡海晖，出差也不会
闲着。 每次出差，她的行囊里都塞满了运动
装备，到当地找球馆“约战”成为出差生活的
一部分，“生活中我是个偏安静的人，但一进
球馆就变得活跃了，经常主动约当地的羽毛
球爱好者切磋技艺。 ”

竞技运动总少不了受伤， 对于胡海晖
而言， 带伤上阵可谓 “家常便饭”。 “最痛

的一次是与技术中心的友谊赛， 比赛前两
天， 我在训练时把脚扭伤了。 上场前脚指
头还是肿的， 淤血都没散， 可一拿起球拍
我就什么伤痛都忘了。 最后我们虽然输了2
分， 但特别值得， 因为我战胜了自己。”

在羽毛球场拼杀是一种跳动的生活脉
搏，打太极、练瑜伽则是一种追求心静的生
活轨迹。 在动与静之间，胡海晖获得了释放
与吸收， 不断体会着生活带给自己的幸福
感。 胡海晖打趣地说，“明年我就40岁了，可
我现在感觉比30岁时还要好。 相信将来即便
到了更年期， 我也会保持这样好的心态，还
能省下不少保养品的开销呢。 ”

羽毛球， 让她在运动中体验团队合作； 太极， 让她的生活始终保
持养分； 瑜伽， 让她在工作之余意志专注……在动与静之间， 年近不
惑的胡海晖绽放幸福之花———

动静相宜女白领
本报记者 蔡矜宜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王亮）在国外媒体
率先爆料后， 有关麦克格雷迪加盟CBA的消息
今天终于确认，麦迪在个人博客上正式宣布，他
已经和CBA的青岛队签约1年，中国球迷将有幸
在家门口欣赏到曾经偶像的表演。

麦迪表示，“我将要迈入下一个篇章， 去中
国为青岛队打球，对此我感到很兴奋。在过去的
几年里，我去过中国很多次，我十分喜欢这个国
家和人民，能够为他们打球我感到十分荣幸。 ”

麦迪加盟CBA球队， 得到了他的前队友
姚明的祝福。 姚明表示，“欢迎麦迪来中国打
球，麦迪的到来会大大提升联赛的关注度。 ”

麦迪今年33岁，在NBA效力了15个赛季，
曾是联盟中首屈一指的得分手。 但岁月不饶
人，如今的麦迪已不复当年之勇，上个赛季麦
迪代表老鹰队出场51次，场均仅贡献5.3分。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王亮）２０１２年亚
洲杯举重锦标赛9日在乌兰巴托结束，我省选
手黎利志、陶劲夺得6枚金牌。

本届亚洲杯成年组的比赛共设男女１５个级
别，中国队参加了其中12个级别的争夺。湘藉选
手黎利志以抓举120公斤、挺举140公斤、总成绩
260公斤夺得男子56公斤级的3项冠军， 陶劲则
在62公斤级比赛中夺得3枚金牌， 成绩为抓举
133公斤、挺举155公斤、总成绩288公斤。

记者从省举重中心了解到， 奥运会刚刚
结束，本届亚洲杯各国运动员均处于调整期，
因此并未派出主力选手参赛，黎利志、陶劲虽
然夺冠，但并未发挥出各自正常水平，距离他
们的最好成绩还有很大差距。 黎利志一直是
国内56公斤级的优秀选手， 曾在2007年以总
成绩272公斤夺得世界杯冠军。陶劲也曾夺得
全国举重锦标赛的金牌。

本届亚洲杯举重锦标赛， 中国队共夺得
男女１２个级别的３６枚金牌和６枚银牌，是本届
赛事的最大赢家。

据新华社合肥１０月１０日电（记者 刘美子）
１０日，２０１２年度ＩＴＦ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安徽宿
州站进入第5个比赛日，正选赛单打首轮全部的
比赛已经结束， 中国金花彭帅以２比０战胜小将
王雅繁，强势晋级下一轮。

２号种子彭帅对阵１８岁小将王雅繁成为１０
日最为引人关注的比赛。比赛开局，彭帅就依靠
强有力的接发占据主动。顺利破发后，彭帅连下
４分强势保发，同时连下３局，以５比０领先。 王雅
繁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展开顽强反击， 以一记
正手斜线破掉了彭帅的发球胜盘局， 并在接下
来的发球局中强势保发，追到２比５。彭帅随后及
时调整，顺利拿下自己第二个发球胜盘局，以６
比２拿下第一盘。

次盘开局， 彭帅在发球局中非受迫性失误
较多，被王雅繁将比分扳成１比１。接下来彭帅凭
借丰富经验和稳定的心态， 连破带保赢下５局，
最后以一记反手斜线制胜，６比１拿下整场比赛。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 彭帅表示整场比赛还
是比较轻松的。 谈及赛后的打算，彭帅说，由于
今年一直被伤病所困扰， 打完比赛她想好好地
休息一下，调养伤病。

接下来，彭帅将对阵来自瑞士的巴辛斯基，
此前两人曾在２０１１年ＷＴＡ多哈站相遇，当时彭
帅以２比０战胜巴辛斯基。

据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０日电 中国棋院消
息， 第１７届三星财产杯世界围棋大师赛八强战
１０日在韩国大田战罢。手握７个世界冠军头衔的
古力九段执黑１２３手屠龙战胜韩国名将姜东润
九段，单枪匹马闯入4强。

另外两位进入八强的中国棋手陈耀烨九段
和范廷钰三段分别负于韩国的李世石九段和崔
哲瀚九段， 另一个四强席位被目前韩国排名第
一的朴廷桓九段收入囊中。

古力是目前赢得世界冠军头衔最多的中国
棋手。 在前两届三星杯赛中， 古力均闯入决赛。
在２０１０年末的第１５届决赛中， 古力２比１击败韩
国棋手许映皓夺冠， 那也是他迄今为止夺得的
最后一项世界冠军。 去年古力再进决赛， 但是
遗憾地以１比２败在韩国的元晟溱九段手下。

古力在三番棋半决赛中的对手将是朴廷
桓，如能过关他将连续三年进入决赛。

１０日一战， 古力以星·无忧角开局， 姜东
润应以二连星。 序盘阶段， 黑棋对左边的白棋
孤棋进行攻击 。 本来 ， 白棋大龙没有什么危
险。 可是， 姜东润走得有些过分， 逃大龙的同
时不忘猛捞实地， 寸步不让。 古力做好充分准
备之后， 黑６１、 ６３突施杀手， 形成劫杀白棋大
龙的局面。 最终， 凭借劫材的优势， 古力屠龙
得手， 率先挺进四强。

在另外三盘比赛中， 刚刚升至中国等级分第
一位的陈耀烨执黑中盘负于李世石， 打入了应氏
杯决赛的新锐范廷钰不敌崔哲瀚， 朴廷桓在韩国
棋手的 “内战” 中淘汰了卫冕冠军元晟溱。

亚洲杯举重锦标赛

湖南选手黎利志陶劲
夺6金

麦迪确认加盟青岛队
姚明送出祝福

ＩＴＦ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

彭帅首轮力克对手

三星杯古力单骑闯4强

10月10日， 在土耳其举行的世界高尔夫总
决赛第2轮中，伍兹以低于标准杆4杆的成绩战胜
库查尔。 图为伍兹在比赛中击球。 新华社发

动是外在的快感表达，
静是内在的愉悦绽放，动静
相宜的生活步调才能让人
更健康、清晰地接近幸福。

达人感言

图为胡海
晖 在 羽 毛 球
比赛中。
胡海晖供图

体育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