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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王亮） 在今天进行
的2013NBA西部决赛中， 马刺队以93比86击败
灰熊队， 从而以大比分4比0横扫对手。 这也是
马刺队时隔6年再次杀入NBA总决赛。

本场比赛， 马刺队率先进入状态， 首节便
以24比14领先10分。 随后灰熊队一直疲于追赶，
但“狡猾” 的马刺队始终没有犯错， 牢牢掌握
局势， 最终以7分的优势取胜。 马刺队获胜的最
大功臣是后卫帕克， 他全场豪取3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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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２０13年5月29日 星期三14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讯
员 彭红光 ） 2013年“万宝国际城”杯郴州·中
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召
开，该赛将于6月14日至16日在郴州市举行。 这
次郴州拉力赛是2013年度中国汽车拉力赛的
揭幕之战，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落户湖南。

据悉，此次赛事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由国
家体育总局汽车摩托车运动管理中心、 湖南省
体育局和郴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激扬梦
想，郴州起飞”为主题，以助推郴州创建“体育之
城”为目标，将于6月14日上午9时在郴州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开幕式。

本次赛事总里程约611公里， 其中比赛路
段总里程188公里， 设置的13个赛段路面分别
为砂石、柏油和水泥路面。郴州地处南岭山脉与
罗霄山脉交错的地带，境内多为丘陵山区，为举
办汽车拉力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目
前， 已有33支车队、112台赛车、1000余人报名
参赛，“超级外援”马克·希金斯、卫冕冠军斯巴
鲁、“作家车手” 韩寒等现役高水平拉力车手将
参加角逐，竞争将异常激烈。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王亮）2013中国男
子职业篮球联赛（NBL）第二轮将于5月29日展
开，长沙银行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升班马”江西
鑫业队。 揭幕战失利的长沙银行队将继续冲击
赛季首胜。

在5月26日的揭幕战中， 长沙银行队以91
比98输给广州黑牛队， 但球队的士气并没有受
到影响。 球队的官方微博赛后更新：“胜不骄败
不馁，赛季才刚刚开始，没有一个完美的开局，
但一定要有完美的结果，一起加油！”

江西鑫业队本赛季刚从NBL的B组升入A
组，但实力不容小觑。在2012年B组的14轮比赛
中，江西鑫业队14战全胜排名第一。

“对， 手臂抬高， 保持伸直状态。”
35岁的湛超军全神贯注地指导傅杨进行
运动康复， 傅杨的表情瞬间变得痛苦无
比， 动作结束后， 又如释重负， 露出轻
松、 舒心的笑容。

这是湘雅博爱医院康复治疗部副主
任湛超军工作的场景， 在湖南卫视“智
勇大冲关” 节目中屡创纪录的“超人”
傅杨是他的求医者之一。

作为一名跑酷达人， 伤病对于傅杨
来说是家常便饭。 2010年在拍摄一部电

影时， 傅杨不慎摔伤左腿脚踝， 虽在上
海做了手术， 伤病并没有缓解。 经别人
推介， 傅杨今年开始跟随湛超军进行运
动康复。 几次下来， 傅杨惊奇地发现左
脚受力时所感受的疼痛在慢慢降低， 以
往某些不能做的动作， 也可勉强完成。
“真的非常神奇， 早知道我就不去挨那一
刀啦。” 傅杨笑着告诉记者。

“无论是职业运动员还是业余体育
爱好者， 运动后都需要进行针对性的康
复保健， 这样才能尽快让身体恢复机能、
消除受伤的隐患， 不仅仅是躺下休息。”
湛超军介绍， 运动康复是通过科学、 有

效的运动训练以及器械理疗来缓解运动
后的疲惫感并减少身体伤害。 受伤后同
样要进行康复， 以恢复身体机能， 不一
定非要选择手术。 “通过学习， 普通百
姓都能在家自行进行各个部位的按摩及
康复保健。”

湛超军貌不惊人， 先后在湖南师范
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就读， 于2007年获
得体能与运动康复博士。 2009年， 湛超
军以特聘人才的身份随湖南省代表团参
加第十一届全运会， 曾为我省三级跳远
选手董斌等运动员做过运动康复。 谈到
董斌这位全国冠军 ， 湛超军回忆道 ，
“董斌的身体素质非常好， 每次训练比赛
后给他做康复， 他的恢复速度总是很快。
他的跟腱特别长， 是个天生的跳远运动
员。”

2009年后， 湛超军前往美国春田大
学进修， 在运动科学最发达的地方体验
到先进的康复理念和治疗方法。 美国之
行让湛超军“大开眼界”， “国内运动队
一般只配有队医， 而美国运动队分别配
置了康复师和队医， 康复师负责运动后
的身体机能康复， 队医是产生伤害后进
行治疗。 美国运动员的运动寿命之所以
较长， 完善的医疗康复是重要原因。” 湛
超军在美国接触过NBA球队的治疗体
系， 其体系之细致、 科学、 完善， 让他
叹为观止。

湛超军颇有感触地说， “我练过体
育， 又学过体育教学， 对运动员所受的
伤病侵害有着清晰的认识。 目前， 我国
的体育运动陷入一种误区， 过分强调精
神意志， 不重视运动康复。” 湛超军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 向全省推广健康运动、
科学康复的理念。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谭云东）今天，2012—
2013赛季特步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简称
大五联赛）南大区比赛在湖南师范大学体育馆结
束。 湖北大学队在决赛中以3比2战胜北京体育大
学队， 获得南大区冠军。 足球拉拉队南大区选拔
赛也完美收官，湖南师范大学队以饱满的激情、扎
实的功底、高规格的动作赢得冠军。

在南大区为期一周的比赛中，10支高校队伍
进行了27场激烈的角逐。 根据本届大五联赛赛
制，获得南大区赛冠、亚军的湖北大学、北京体育
大学队将与北大区赛冠、亚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广州体育学院队进入全国总决赛， 最后的冠军争
夺战将在6月中旬展开。

据介绍， 特步大五联赛是由中国大学生体育
协会、中国足球协会主办的高校传统足球赛事，吸
引了228所高校的2700多名队员参与， 赛事为大
学生球员们提供了一个成长的秀场和追逐梦想的
舞台。 本届大五联赛南大区赛更具创新性与观赏
性， 首次将足球比赛与足球拉拉队选拔完美融
合， 开创了中国五人制足球赛事的新模式。 同
时，赛事推出了“星耀计划”明星训练营，通过推荐
和投票将产生南北明星队， 表现优异的明星球员
有望入选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国家队， 参加明
年世界大学生五人制足球锦标赛。

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南大区结束

湖北大学队夺冠
运动之后躺下休息，身体似乎得到了恢复，但实际上，疲惫的肌肉和其他组织并不能有

效恢复机能，消除受伤隐患。 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运动康复博士湛超军告诉记者———

运动康复 远离伤病

本报记者 王亮

图为湖北大学队队员获胜后欢庆。 新华社发

中国汽车拉力赛
将在郴州举行

长沙银行队今日冲击首胜

据新华社沈阳5月28日电 第十二届
全运会组委会28日对外发布， “全民健
身， 共享全运” 成为十二运主题口号，
《梦想的翅膀》 为十二运会歌， 八张名为
“多彩全运 活力辽宁” 的系列海报成为
十二运宣传画。

十二运组委会新闻宣传部部长孟繁

华介绍， “全民健身， 共享全运” 从众
多征集作品中脱颖而出， 成为第十二届
全运会主题口号， “全民健身” 讲的是
体育的根本宗旨， 同时也展现出辽宁人
民热爱体育运动、 全情投入全运活动的
饱满热情， “共享全运” 体现了辽宁省
通过承办全运会惠及全省人民的目标。

据介绍， 会歌 《梦想的翅膀》， 由沈
阳军区前进文工团韩晴、 胡宏伟作词，
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院吕威作曲。 会歌
歌词生动活泼， 语句流畅， 表达出全民
共享全运的跃动活力和追逐生命梦想的
无限激情。

据悉， 第十二届全运会视听形象系
统主要包括会徽、 吉祥物、 主题口号、
宣传画和会歌。 会徽、 吉祥物已于2011
年9月19日和2012年6月2日向社会发布。
主题口号等元素的公布标志着第十二届
全运会视听形象系统全部问世。

“全民健身 共享全运”
十二运会主题口号出炉

5月27日， 在2013年法网公开赛女单首轮
比赛中， 俄罗斯选手莎拉波娃以2比0击败中华
台北选手谢淑薇。 新华社发

NBA西部决赛4比0横扫灰熊

图为湛超军为求医者进行康复保健。 王亮 摄

马刺时隔6年再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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