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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加油！”“快一点！快一点！”随着一波冷空
气的来临，长沙的气温接近零度，格外“冻人”，
但在宁乡文体中心体育馆，湖南勇胜男篮的队
员们穿着单薄的球服，训练得热火朝天。

11月24日， 省政协副主席、 省篮球协会
名誉主席刘晓来到宁乡对湖南勇胜男篮俱乐
部进行调研并为球队鼓劲。 勇胜男篮是我省
唯一的职业篮球俱乐部， 目前正全力集训备
战2017赛季NBL联赛。

补强阵容
老队员只留下5名

湖南勇胜男篮今年3月份建队， 参加了
NBL联赛2016赛季比赛。 作为首次参加职篮
的“菜鸟”，勇胜男篮敢打敢拼，最终在14支球
队中排名第10。 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 备战
2017赛季，勇胜男篮从8月22日就开始集训并
补强了阵容。

勇胜男篮阵容有很大变化， 老队员只剩
张耀升、梁亚楼、王启鹏、付磊、陆汉栩5人，其
余10人均为新面孔。

新人中， 身高2米11的21岁中锋马斌最为
醒目。 马斌曾效力于山东青年队和上海青年
队，作为球队唯一身高超过2米10的球员，他被
寄予厚望。 新面孔中也有一名湖南本土球
员———彭嘉欣。彭嘉欣来自株洲，是中南大学
男篮培养的优秀球员，曾在CUBA比赛中单场

砍下62分。即将征战职业联赛，彭嘉欣表示又
兴奋又紧张。

除大面积引入新球员，球队还签下韩国教
练黄文龙。黄文龙打过韩国职业联赛，退役后
来到中国，曾担任前NBL球队东莞柏宁青年队
的教练，在培养年轻球员上经验丰富。

黄文龙在NBL2016赛季还未结束时就已
到队， 对球队状况一清二楚，并
根据球队特点制定了一些技战
术，“一系列的技战术可能需要
一到两年的时间来消化，但我对
球队很有信心。”黄文龙说。

计划投入2500万
新赛季目标进前6

2016赛季， 勇胜男篮的目

标是前8，最终高开低走，名列第10名。
勇胜男篮总经理罗勇彪表示：“第一年打

NBL，缺乏经验。作为一支新军，还是要循序渐
进，慢慢进步。”对于2017赛季，记者从俱乐部
了解到：2017赛季勇胜男篮计划投入2500万
元，目标是力争前6。3月份建队时，勇胜男篮设
立的规划是3到5年进入CBA。

目前，勇胜男篮的平均年龄为24岁，平均
身高1.98米。罗勇彪说：“球队现在的建队思路
就是年轻化，自己培养球员。我们的终极目标
是冲进CBA，现在CBA没有重新开放名额，正
是积蓄实力的阶段。”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升训练效果，勇胜男
篮在12月中旬将前往韩国进行冬训，为期一个
月。1月中旬回到长沙后球队将就地解散，年后
再重新集结备战2017赛季。 根据NBL赛程设
置，2017赛季将于5月底展开。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2016年全国武术太极拳公开赛总决赛
22日在中国太极拳发源地———河南陈家沟
落幕。 经过3天激烈的角逐， 我省选手获
得6金4银2铜的好成绩。

全国武术太极拳公开赛是中国十大武
术赛事之一， 来自全国15个省市区的41支
代表队、 140余名不同拳种的选手齐聚总
决赛。

湖南省太极拳运动协会今年组队参加
了福建邵武、 四川宣汉、 贵州安龙3个分
站赛， 每站均获10枚以上金牌。 最终， 来
自长沙、 常德、 怀化和娄底的肖湘洪、 沈
善桃、 龙文、 曾胜鹤等9名选手晋级总决
赛。 在总决赛中， 我省选手勇夺包括陈式
太极拳、 42式太极剑等6枚金牌在内的12
枚奖牌。

“这是我们第一次走出去参加全国积
分制公开赛， 选手们的表现非常出色， 让
湖南太极拳在全国名声大震。” 省太协常
务副主席、 秘书长黄建良告诉记者， 比赛
时经常听到竞争对手和观众这样的声音：
“湖南选手参赛的项目， 很少让金牌旁
落。” 为什么这次能取得骄人的成绩， 他
说： “关键在于我们有团队， 有组织， 有
合理的选拔机制。”

我省太极拳队伍年龄跨度大， 来自各
行各业， 有退休人员、 公务员、 公司员工
等。 为了这次比赛， 队员们利用业余时间

强化训练， 并在赛前来到长沙集训。
今年66岁的肖湘洪是9名选手中年龄

最大的， 由于总决赛不设年龄组别， 他与
中年选手同场竞技， 在传统杨式太极拳项
目中获得一枚银牌。 “我从小习武， 上世
纪80年代开始练习太极拳。” 作为国家一
级裁判和湖南十大太极名师， 肖湘洪这次
以选手身份参加比赛， 想检验自己的水
平。

“太极拳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
我把自己当作太极人， 练习太极拳不仅是
修身养性， 还要传播太极文化， 传承中华
传统文化， 把幸福健康送给大家。” 现在，
肖湘洪桃李满天下， 教过的学生不下万
人。

太极拳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
1985年出生的曾胜鹤阳光帅气， 他在竞争
激烈的陈式太极剑项目收获一枚铜牌。
“其实太极拳更适合年轻人练习， 在这个
喧嚣的时代， 需要我们涵养心性。 传承中
华传统文化， 更需要我们年轻人站出来。”
曾胜鹤希望身体力行， 带动更多年轻人爱
上太极拳运动。

据介绍， 省太协积极开展太极拳进机
关、 进社区、 进学校等“六进” 活动， 今
年相继举办了太极拳健身活动月、 六省联
盟交流大赛、 全省第七届太极拳锦标赛等
活动， 推广普及太极拳运动。 目前， 全省
习练太极拳者有30多万人， 太极拳传承已
呈现燎原之势。

�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通讯员 许可）
“康宝莱”杯省会媒体足球联赛决赛日前在
长沙结束，经过一周的激烈争夺，最终湖南
广电代表队成功卫冕，湖南日报代表队、长

沙晚报二队分获第二、三名。该赛事是湖南
省会媒体的传统赛事，每年举办一次，由湖
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长沙市体育局主
办，这次比赛吸引了省会的10家媒体参赛。

“菜鸟”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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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322 2 7 1
排列 5 16322 2 7 1 0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责任编辑 王亮

全国武术太极拳公开赛总决赛斩获6金4银2铜

太极湘军声震“武林”

“康宝莱”杯省会媒体足球联赛完赛

� � � �图为11月24日， 湖南勇胜球员正在训练。 傅聪 摄

勇胜男篮新赛季目标前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