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黄雅颐在
2013年长沙社区篮
球联赛中运球。

黄雅颐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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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蔡矜宜◎

篮球“流浪者”
纯业余， 纯热爱

5月中旬， 2013年长沙社区篮球联
赛现场， 代表红星社区出战的长沙热血
女子篮球队正在进行第二轮角逐。 尽管
对手是身材高大的融城社区男篮队， 但
她们毫不示弱， 感染了现场所有人。

作为球队的组建者， 今年30岁的
黄雅颐既是教练又是球员， 还要负责球
队的后勤。 从小酷爱运动的她对篮球情
有独钟， 10年前她就开始寻找篮球伙
伴。 “上学时， 身边的女生都不爱运
动， 我不得不跟男生打球。 后来， 我开
始留意篮球场上的女生， 邀她们一起打
球， 成为好朋友。”

2006年， 黄雅颐组建长沙热血女
子篮球群， 起初只是为了方便打球。 7
年过去了， 群成员已发展到300多人。

“篮球本来就不是男生的‘专利’， 我们
群的女球友从‘70后’ 到‘90后’ 都
有。” 黄雅颐说， 她们都是纯业余篮球
爱好者， 都是因为打球而走到一起。

渴望不再漂泊

“热血女篮群虽然有300多人， 但
一直活跃的只有30多人， 很多人因为
毕业、 工作繁忙、 交通不便等原因而中
途放弃。” 每个周六下午， 热血女篮群
都会组织打球， 黄雅颐在群里发布具体

时间、 地点， 凡是有兴趣的球友都可以
参加。

当记者问到球队有没有固定的球场
时， 黄雅颐一脸尴尬， “这些年， 我们
一直‘四处漂泊’。 贺龙体育中心、 长
沙理工大学、 湖南商学院、 大众传媒、
湖南农大等地的球场都打过， 现在辗转
到湖南中医药大学打球。” 近年来， 有
些球场变成停车场， 有些球场一到放假
就锁框， 所剩不多的几个球场很难占到
位置， 她们成为篮球“流浪者”。

“我们打一次球很不容易，大家住在
不同的地方，有些球友为了打1个小时的
球，要坐1个多小时的公交车。”黄雅颐表
示， 目前长沙市内对外免费开放的篮球
场越来越少， 室内球馆收费则高达300
元一次， 希望相关部门能多为女性开绿
灯，让女球友不再漂泊。

本报记者 蔡矜宜

运动本无性别之分，黄雅颐
和她的球友正如同她们的队名
一样，热血沸腾。采访过程中，记
者不仅被“热血”女篮姑娘们的
激情所感染，更为她们克服各种
困难， 始终坚持锻炼竖起大拇
指。

运动场上，也应多一些女性
的身影。若在一些体育场馆推出
“女性免费”、“女性优先”等特别
通道，将为星城增添一道“靓丽
风景线”。

记者感言

在23日进行的第十三届苏迪曼杯羽
毛球混合团体赛1/4决赛中， 中国队在总
分1比2落后的情况下， 依靠女单李雪芮、
女双于洋/王晓理的胜利以3比2逆转印尼
队， 艰难晋级4强。

印尼小将胜在心态
中国队和印尼队21日刚刚在小组赛

中交过手， 当时国羽以5比0横扫对手。
此番1/4决赛再度相遇， 中国队以不变应
万变， 出场阵容没有调整。 实力处于下
风的印尼队则除男单外全部发生变化，
此役尽遣小将放手一搏。

首场进行的混双比赛， 印尼队派出
了曾在全英赛上击败伦敦奥运会冠军张
楠/赵芸蕾的阿玛德/纳西尔组合， 并收
到奇效， 以21比18、 14比21和21比16击
败中国组合徐晨/马晋， 首场取得开门红
为印尼队奠定了良好的心理优势。 随后
进行的男单比赛中， 谌龙3天之内第2次
以2比0击败印尼名将苏吉亚托， 迅速为
中国队扳平总分。

第三场的男双比赛， 中国队派出
“风云组合” 蔡赟 /傅海峰迎战印尼队
“90后” 小将组合萨普特拉/普拉塔玛。
风云组合首局表现不错以21比19先赢一
局， 但近期缺少高密度训练的中国组合
比赛中缺乏激情， 以18比21丢掉第2局。
体能下降的蔡赟/傅海峰明显速度不如对
手， 最终印尼小将以21比15赢下决胜局，
助队总分以2比1再度领先。

被逼入“绝境” 的中国队在第4场女

单比赛终于服下一颗“定心丸”， 李雪芮
顶住压力以21比16和21比13战胜法内特
里， 将总比分拖入女双的决胜赛。 于洋/
王晓理再没给对手机会， 以21比12和21
比19击败纳西尔/马赫斯瓦里， 为中国队
锁定胜局， 艰难闯进4强。

5连冠困难重重
作为苏迪曼杯8届冠军得主， 2005年

至2011年举行的4届苏杯赛， 国羽从没有
被对手拖到决胜盘。 但本场看似实力悬
殊的比赛， 中国队却出人意料地在总比
分两度落后两度追平， 最终涉险过关。
混双、 男双的折翼， 不禁给志在创造5连
冠辉煌的国羽敲响警钟。

赛后总教练李永波表示， 中国队已
经很久没有打过这么艰苦的比赛了，

“今天的比赛很精彩， 无论是中国队队员
还是印尼队队员都表现出很高的水平。
印尼队具备很强的冲击能力， 他们的年
轻球员最近都在成长。”

对于混双和男双爆冷输球， 李永波
的反应很“淡定”， “1比2落后在我们的
意料之中。 我们知道他们今天肯定会变
阵， 包括他们在男双起用这对年轻选手，
以及女单和混双的换人。 我们在赛前估
计了多种情况， 有很多种设想， 包括我
们落后。”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晋级4强后中国
队将要面临的对手很有可能是丹麦和韩
国队。与印尼队相比，韩丹两强整体实力
有过之而无不及，国羽需排出最合理的阵
容迎战， 国手们也要以平常心迎战对手，
战术上重视对手、战略上藐视对手。

3比2险胜印尼

国羽艰难晋级
本报记者 蔡矜宜

据新华社迈阿密５月２２日电 无论从任何一
个角度来看， 詹姆斯在22日NBA东区决赛首场
比赛的表现都是完美的。他用30分、10个篮板和
10次助攻的“三双”数据以及最后2.2秒的上篮
“绝杀”， 带领热火队通过一个加时赛以103比
102险胜同样表现出色的印第安纳步行者队。

这或许是热火队在本赛季季后赛所遭遇的
最跌宕起伏的一仗。 步行者队将比赛成功带入
到了慢节奏中，但热火队依然取胜，詹姆斯是改
变战局的关键。热火队主教练斯波尔斯特拉说：
“他在我们队伍中扮演着多面手的角色，我都见
怪不怪了，要打败我们你就需要闯过这一关。”

全场比赛詹姆斯展现出了惊人的高效率，
投篮命中率达到50%， 另外还贡献了3个盖帽。
“队友们帮助我获得了很好的位置。”詹姆斯说。

这是一场矛与盾的较量， 步行者队凭借内
线的优势成功把以速度、 灵活性见长的热火队
拖入阵地战，大卫·韦斯特和希伯特两员内线大
将上半场合力攻下29分，率领步行者队以5分优
势进入中场休息。

下半场， 热火队在詹姆斯的带领下渐渐占
据了场上的主动，在第四节一直压着对手打，在
比赛还剩11秒时确立了3分优势。最后一攻步行
者队把球交到了头号球星保罗·乔治手中，乔治

手起刀落，命中了一记高难度的三分远投，帮助
球队追平了比分，双方以92比92进入加时。

加时赛的争夺同样激烈，步行者队一度以3
分优势占据主动，但波什“打三分”成功把比分
再次扳平。 距离加时赛还剩10秒钟时詹姆斯上
篮得手，热火队再度超出两分，但保罗·乔治关
键时刻又一次挺身而出， 三分线外造成韦德犯
规，并且罚进了全部3个罚球，热火队落后１分，
只剩下2.2秒时间。 不过，2.2秒时间对于詹姆斯
来说已经足够了，他持球左侧突破，用一记上篮
完成了“绝杀”，为这场耗时将近200分钟的精彩
对决画上了句号。

运动 有一套

三双！绝杀！詹姆斯再演“王者归来”

本报5月23日讯 （记者 邹继红） 由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青岛市委宣
传部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全国新闻界网
球大赛， 昨天在青岛收拍。

来自全国72家媒体的205名新闻工作

者参加了比赛。 经过3个竞赛日、 185场
比赛的激烈角逐， 我省选手李东祁获得
男单第一， 邱艳获得女单第一， 邱艳/刘
利获得女双第一， 同时还获得团体总分
第一名。

全国新闻界网球赛落幕

我省选手斩获4个第一

本报5月23日讯（记者 蔡矜宜）在今
晚进行的2013年中国国际女排精英赛深
圳站第二轮比赛中，遭遇波多黎各队顽强
抵抗的中国女排在先输两局的情况下连

扳三局以3比2险胜对手艰难赢得两连胜。
24日中国精英赛深圳站的比赛将进行

最后一天的争夺， 届时中国女排将与古巴
女排对垒，泰国女排与波多黎各女排交锋。

女排精英赛深圳站

中国队连扳3局逆转波多黎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