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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月21日， 长沙市育英小学体育馆，湖
南湘粮国际勇胜俱乐部“金健米业队”（红）
与育英小学篮球队正在比赛中。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小篮球”， 就是使用小型篮球、
球场、球筐以及球架，专门制订符合
12岁以下少年儿童特点的篮球比赛
规则来开展的少年篮球运动。

为了培育更加深厚的青少年
篮球土壤，去年11月，中国篮协正
式发布《小篮球规则（草案）》，启动
了中国小篮球联赛。今年全国两会
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篮协主席
姚明再次提出发展“小篮球计划”。

今年4月开始， 我省各市州已
陆续举行分赛区比赛，6月份省级
赛的冠军队将代表湖南参加首届
中国小篮球联赛。

5月12日的娄底市体育中心，长
沙与娄底的小球员们正在进行一场
“小篮球交流赛”。运球、突破、上篮，一
气呵成。来自长沙市沙湖桥小学的12
岁男孩廖恩熙成了当日明星。

廖恩熙清楚地记得，6年前开始
学篮球，当时那个圆周75-78厘米、重
量567-650克的“7号球” 能有他“两
个脸”那么大，眼前3.05米的篮架离
他很遥远，“时常投不进， 拿不稳，
挫败感是常有的事。”他告诉记者。

随着中国小篮球计划启动，去
年底，他接过了小了一圈的5号球，
其重量450-500克之间， 周长为
66-67厘米， 眼前的篮架也变成了
2.75米，这个数据规格是小篮球计
划中供U12年龄段孩子使用的。

小篮球计划分为U12、U10、
U8、U6年龄段。 各年龄段的硬件规
格各有不同规定。U10的孩子虽同样
使用5号球， 但篮架降为2.6米高，U8
及以下年龄段的孩子则使用更小、更
轻的3号球，篮架只有2.35米高。

就像孩子吃饭使用“小碗小筷
子”一样，因为非常符合少年儿童身体
实际情况需要，全新“观感”也给孩子
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记者看到，球
场上很多孩子也和廖恩熙一样， 动作
娴熟连贯，投篮命中率不输成人，对于
篮球，他们有了更好的把控。

硬件缩水
孩子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定制款”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周倜）记者今天从赛
事组委会获悉，第11届环湘自行车赛总决赛将在陕西
省千阳县举办。

创办于2004年的环湘自行车赛迄今已成功举办
10届。作为一项“零门槛”的业余赛事，它见证了湖南
自行车运动的发展， 也体现了湖湘儿女追求健康、绿
色、环保的精神需求。

为了将该赛事打造成为国家级环湘业余自行车赛
事，5月底赛事组委会召开“云创环湘全国环保公益大
使联席会议”， 决定本届环湘自行车赛设百万现金大
奖，总决赛将于今年下半年在陕西千阳县举办。

环湘赛创始人陈剑岷告诉记者，只要参加过绿色
中国环边境挑战赛的任意一天赛事，并成功挑战完一
次赛事的选手，以及接下来将陆续举办的环湘赛各地
分站赛取得名次的选手，就有资格参加第11届环湘自
行车赛百万奖金总决赛。

第11届环湘总决赛
将落户陕西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王
亮） 今天， 2018姚基金希望小学篮
球季启动仪式在长沙798城市体验
馆开启。 7月23日， 来自全国各地
50余所希望小学篮球队将汇聚长
沙， 展现球技的同时， 传递篮球和
公益的力量。 届时， 姚明或将现身
长沙。

2018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7
月23日开始， 29日结束， 来自全国
8大赛区的晋级球队和由东道主长
沙推荐的10支球队等50余所希望小
学球队参加。 篮球季活动期间，
2018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全国集
训和联赛表演赛将于7月28日在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打响， 江苏肯帝亚
和深圳新世纪两支CBA球队将派出
主力球员与小球员们共同组队比
拼。

姚明通过视频表示： “今年是

篮球季发起的第7年， 也是姚基金
成立的第10年。 10年来， 我们的工
作逐步由灾后学校重建， 转换为支持
和改善乡村体育教育的‘姚基金希望
小 学 篮 球
季’ 项目，
树 立 ‘以
体 育 人 ’
的 核 心 理
念 。 未 来
姚 基 金 一
定 不 忘 初
心 ， 继 续
把 支 持 青
少年发展，
特 别 是 将
体 育 教 育
作 为 我 们
的 奋 斗 目
标。”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首创
“专业体育支教+篮球训练+层级联
赛” 的乡村学校体育支教模式， 目
前与全国13所高等院校合作， 在全
国25个省市、 447所学校开展为期2
至3个月的校园篮球支教活动，通过
教授体育课程、指导篮球技术、捐赠
篮球器材和运动装备等方式， 支持
乡村学校的体育教学。

2018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启动

全国赛7月23日登陆长沙

新闻多一点

时隔近60年后， 中国篮协再次启动小篮
球发展计划。

如果你见过、掂量过这颗“小球”，你会发现
其花色比成人篮球“漂亮了不少”；翻开《中国小
篮球规则（草案）》，你会看到图文并茂的讲解，
俨然一本不折不扣的“小人书”。

如果你观看一场小篮球比赛，你会发现这
颗小小的球与他们如此般配———带着这颗适
合自己手掌大小的球快速运转，眼前的篮架也
不再那样“高不可攀”，孩子们的快乐溢于言表。
“全新”的小球，给了孩子们更多的参与感。

在提出小篮球时， 姚明曾经描绘这样的画
面———“小朋友在用了小篮球之后能投进更多
的球，然后增加更多的兴趣和自信”。

在笔者看来，因为成功率的提高，使得孩子们
对小篮球有了更多的喜爱。而喜爱之后，势必将有
更多的孩子对篮球运动有更好的把控与认识，从
而上升为一种热爱， 这或许不仅是对于篮球的热
爱，更是对于体育文化的热爱。

当然，尚在试行阶段的小篮球规则新鲜中
确有一丝“稚嫩”：它的“去繁从简、量体裁衣”能
吸引更多的孩子，扩大我国的篮球人才宽度；但
因刚刚开始，从基层到顶层的各方人士都还在
摸索试验中。专业篮球体系、校园篮球教育、社
会力量培训等多方要想形成合力还需磨合碰
撞；行业规范、人才储备都是可以预见的难题，
这些都需时间的积淀，也需经验的积累。

但至少，中国篮球已再次按下“小篮球计
划”启动键。眼前的这些孩子不一定都会成为
运动员， 但这颗转动的小球给他们童年带来
的快乐和自信，就是“小篮球”的“大梦想”。

“小篮球”大梦想
周倜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周倜）以湖南都市频道为
主创的环塔节目制作团队， 今天启程前往新疆， 拉开了
“2018环塔征途”的序幕。从6月3日起，湖南都市频道将于
每晚22时30分播出“环塔征途”，全程记录该项赛事。

2018年环塔克拉玛干国际汽车拉力赛，将于6月2日至
14日在新疆举行。比赛将从吐鲁番发车，经鄯善、哈密、富
蕴、吉木萨尔，最后回到乌鲁木齐附近的五家渠，途经天山、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库木塔格沙漠等新疆独特地貌，9大赛
段，赛程2500公里，总行程近5000公里。

继2013年、2016年、2017年之后， 电视湘军再次开启
环塔征程，第4次转播环塔拉力赛，承担本次赛事的公
用信号制作。

据悉， 为全程记录本次赛事， 湖南都市频道出动
100余人的制作团队，调集了包括8套小八轴航拍器、高
速摄像机、GOPRO等多种电视装备， 并调集30多台陆
地巡洋舰越野车分布到赛段各个地点， 全力捕捉比赛
精彩瞬间。根据安排，“2018环塔征途”节目将针对每个
比赛赛段制作30分钟的赛事专题， 湖南卫视、 湖南都
市、芒果TV、兵团卫视等将全程播出。

2018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序幕将启

电视湘军
第4次踏上“环塔征途”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61 0 0 4 9 6 3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1811773.32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42 9 4 9
排列 5 18142 9 4 9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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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篮球

改变

小
大

体育不仅是竞技， 也是
教育、文化和产业，更是一种
生活， 从生活点缀、 生活习
惯、生活哲学到生活信仰。体
育强国梦也与中国梦息息相
关，紧密相连。

少年强则中国强。 大力
发展青少年体育，是助推“健康
中国”的动力源泉，夯实竞技体
育人才金字塔基石的根本保
证， 更为青少年带来了健康和
快乐， 蓬勃活力让青春楚楚的

生命更显生动感人， 点亮越来
越多的“体育梦”。

从即日起，本报将推出《体
育梦想从“小”出发·篮球篇》，
共同见证梦想的力量， 期许青
少年体育发展的前景。

开
栏
的
话

场外任意球

除了硬件规定，“小篮球计划”对
规则的设定亦非常细致。

5月15日，结束一天的训练，湖南湘粮
国际勇胜俱乐部“金健米业队”教练白霖打
开了共38页的《中国小篮球规则（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对于这名曾经征战中
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毕业后执教高中女
篮的“篮球人”来说，这本配有大量插
画的规则指南得好好“琢磨”。

本着“删繁就简、遵循发展特征”的
原则， 中国篮协根据国情制定了符合
本国青少年的相关条款。如换人原则、
分值设定、计时设定等。

“这是为孩子们‘量体裁衣’。”白
霖认为，“小学生力量小， 远投容易造
成错误的动力定型， 所以3分球取消
了；比赛不允许区域防守，这是为了强

调人盯人防守和个人技术的运用；为
了让孩子们有充分时间组织积极防
守、 避免球过多时间停留在一个队员
手中， 故而删减了进入前场和进攻时
间的限制……” 他侃侃而谈，“规则变
简单变细致后， 更重视孩子个人能力
的提高， 同时避免在其幼时养成不好
的手型、动作等习惯。”

此外，淡化竞争重在乐趣营造也是新
规的另一用意。小篮球比赛中，没有全队累
计犯规罚篮限制，没有加时赛与平局罚篮
定胜负，为了让每个队员上场机会均等，比
赛时球员换人必须是“五上五下”……“去
除这些规则限制，可以让孩子们更重视自
己在球场上的表现，也给了孩子们更多上
场机会。倘若只盯着输赢比分，很容易造成
孩子在幼时养成过重的得失心。”白霖说。

规则淡化竞争对抗，强调兴趣与意识的养成
量体裁衣

我国早在1960年就曾经提出过一次
小篮球发展计划。但由于篮筐高度、篮球
大小标准不统一，缺乏完善竞赛体系等诸
多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开展。

时隔多年重启小篮球计划， 其规
则从“试行”到“施行”尚在探索阶段。
中国篮协也鼓励、 允许各基层在执行
规则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合理范围内
的调整。

以篮架高度为例：目前我省各市州正
陆续举办“小篮球分区赛”。大部分分赛区
针对U6、U8、U10的孩子配备了可升降的
小篮架。 根据不同年龄段比赛调整不同的
篮球高度， 而U12组的篮架则大多依旧沿
用成人规则3.05米的高度。

为何不能按照规则来实行？一位业内
专家告诉记者，小篮球计划的发展人群来
自校园，由于刚起步，目前只有在某些专

业培训机构才有能力完全做到器械齐全，
大多数校园尚未“来得及准备”，因此完全
符合U12组的器械难以马上普及。 此外，
U12组的孩子大多具备一定身高， 能较好
驾驭目前使用的成人篮架。多方考虑，加之
中国篮协在现有规则中允许各地根据实
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因此才有此番现状。
“新事物总会有个磨合期， 今后在各方
面的配备都会越来越完善。”业内人士
说，“各地区不同的做法是一种积极的
探索。中国篮协鼓励各地区大胆尝试，
有助于最合适的规则出炉。”

走访中记者发现，许多“行内人”都表
达出同样的心声———虽然小篮球计划未
来还有很多要与市场、教育部门磨合，但中
国篮协让这颗“小球”再次转动，让“篮球从
娃娃抓起”变得更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这种感觉，“非常真实”。

规则“试行”到“施行”仍在探索
前路漫长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罗永
忠）5月27日，2018年汤姆斯杯团体羽毛球赛在泰国曼
谷落幕，中国羽毛球男队以3比1击败日本队，时隔6年重夺
汤姆斯杯，这是中国羽毛球男队第10次夺得汤姆斯杯。国羽
小将、湘潭伢子乔斌首次成为世界冠军。这也是湘潭籍运动
员第一次站到汤姆斯杯最高领奖台上。

汤姆斯杯羽毛球赛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男子羽
毛球团体赛， 每两年举办一次。 在5月20日的小组赛
中，乔斌出任中国队第三单打，表现出色，以2比0战胜
澳大利亚队选手彼得·颜。

中国羽毛球男队重夺汤姆斯杯

湘潭伢子乔斌
登顶世界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