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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组
体操、网球开赛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王亮
苏原平）省运会青少年组体操和网球
项目的比赛，2日在衡阳市全面展开。

体操项目是我省强项，也是青少
年组的重点项目， 共有11支代表队、
171名运动员参加角逐， 将产生84枚
金牌。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体操比赛
按年龄分一级甲、 乙组， 二级甲、乙
组，三级甲、乙组。比赛将持续至5日
下午。

长沙、株洲和湘西自治州是青少
年组体操比赛的参赛“大户”，分别有
31名、34名、34名选手参赛，占据总人
数的半壁江山。商春松、谭佳薪以及
眭禄等湖南籍体操名将，就分别来自
湘西、长沙和株洲。

网球比赛有11个代表队239名运
动员参加，分为男子甲、乙、丙、丁组，
女子甲、乙、丙、丁组共8个组别，参赛
选手年龄最大的18岁， 最小的不到9
岁。比赛从9月2日持续到13日，共产
生23枚金牌。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苏原平

9月3日，是令衡阳市民自豪的一天。晚上8时，第十三届
省运会开幕式在衡阳市体育中心上演。90分钟的时间里，入
场和升旗仪式庄重神圣，文艺演出流光溢彩，点火仪式振奋
人心，整个开幕式洋溢着盛大、唯美的气氛，现场两万多名
观众如痴如醉。

观众李竹园看完开幕式，激动地告诉记者：“太棒了，我
觉得不比奥运会的开幕式差。”她介绍，这已经是她第3次观
看开幕式了，“之前看了两场彩排， 不过瘾， 所以今天又来
了。坐满观众的正式开幕式氛围太好了，点火仪式非常激动
人心，感觉完全不一样！”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的廖红伍， 和家人一起观看开
幕式。她认为，开幕式的文艺演出蕴含丰富的湖湘文化，同
时又充满了时代气息， 展现了湖南新时代的成就，“看完后
自豪感油然而生，尤其是看到石鼓书院等衡阳元素，非常亲
切。”

据介绍， 本次开幕式文艺演出共有6000余名演员参
演，大部分的演员是学生和普通百姓。

衡阳师范学院的大二学生熊紫微是开幕式《湘水育珠》
的学生演员，从6月底开始，已排练了40多天的节目，只有在
下雨天时才能休息。虽然辛苦，但能参加省运会的开幕式演
出，熊紫微认为是极其宝贵的经历，“一辈子没有第二次。”

不逊于奥运会

湖南日报记者 苏原平 李茁 王亮 徐德荣

昨夜，雁城星光灿烂；
昨夜，衡邵激情澎湃。
伴随着五彩焰火璀璨绽放，湖南省第十

三届运动会在衡阳市体育中心隆重开幕！刹
那间，纷繁的星河仿佛从天而降，漫天飞扬
着灿烂与欢笑！

在神秘悠长的音乐声中，一只火凤凰腾
空而起，神圣的光芒照亮山川河岳，拉开了
第十三届省运会开幕式大型文艺表演的序
幕。数万名观众和演职人员激情四溢，掌声、
欢呼声、惊叹声在体育中心上空回旋激荡。

体育场内， 点点光芒穿越深邃的夜空，
凝聚于文明肇始。 火神祝融在这里发现了
火，驱逐寒冷与饥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
从疾病走向健康，生生不息。鸣啸的火凤凰
穿越时空， 与当今的盛世强音交汇激荡。那
翱翔九天的火凤凰， 扇动着象征“更快、更
高、更强”体育精神的垂天之翼，编织着湖南
人民体育强省的梦想。

芙蓉国里尽朝晖。500名全民健身爱好
者，手持花瓣，绽放成巨大的芙蓉花，深情地
祝福全省健儿和三湘大地承载的生命和希
望，像芙蓉花一样始终如一保持本色，高雅
脱俗、美丽持久。

月映波心，风摇莲叶。在悠扬婉转的音
乐声和弥漫的水雾中，舞台幻化成一幅巨大
的水墨画卷，展现衡阳八景之一“西湖夜放
白莲花”。

理学鼻祖周敦颐在衡阳求学时为亭亭玉
立、不蔓不枝的莲花所动，写下清彻千古的名
篇《爱莲说》。高洁品格的湖湘文化，催生了“上
下求索”的屈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范仲淹，“天地人文心，华夏民族魂”
的王船山等仁人志士、湖湘英杰。

1000多名学子， 组成1200多年历史的
石鼓书院藏书阁图，齐声朗诵《湖湘赋》。深
受感染的现场数万名观众齐声共赋：“上下
同心，民族复兴，有我三湘！”赋声震耳欲聋，
在体育中心上空久久回荡。一代代湖南人在
书院文化的影响下，铸就了“忠诚、担当、求
是、图强”的湖湘精神，敢为人先、擂鼓前进，
把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扛在肩上。

“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数百只大
雁，在三湘大地的水墨画卷上回旋，翱翔苍
穹。这种志存高远、抱团进取、共逐梦想的大
雁精神，激励着回雁峰下的古城建设省域副
中心城市和最美地级市；激励着湖湘大地争
当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领头雁”。

青春朝气的“运动精灵”组成活力四射
的百变“动感魔方”，展现了我省向百亿亿次
超级计算机冲锋的“天河三号”、解决世界粮
食问题的杂交水稻、装载湖南“心脏”和“大
脑”的“复兴号”、安装“湖南造”起落架的中
国大飞机、 中国首颗商业化科学实验卫星
“潇湘一号” 等极具冲击力和代表性的发展
成就。

湖南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新动能加速聚
集，积极推进制造强省建设，机械、电子信息
等10大产业迈入千亿产业俱乐部，先进装备
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生力
军。湖南，正大踏步走向“一带一路”。

当李敬、孙文雁、龙清泉、向艳梅、田卿、
刘英姿、何红梅、张亮等奥运冠军、世界冠
军， 将省运会火炬一棒一棒传进体育场时，
人们的眼睛盈满热泪！

最后一棒，衡阳籍三级跳远运动员董斌高
擎火炬，开始助跑，纵身跨越，借助飞火流星，以
三级跳远的姿势点燃了主火炬塔的圣火！

这一刻，整个体育中心沸腾了！那熊熊
的圣火，是卧薪尝胆、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
的象征，是“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的
薪火传承。

这一刻，忠诚、担当、求是、图强的湖南
以运动的名义向世界展示湖湘的豪情；坚
韧、勤奋、尚德、自强的衡邵人民与三湘父老
共同鸣奏一曲生命的旋律。

龙腾盛世，来自城步的吊龙、衡南的七
巧龙、衡阳的稻草龙、祁东的板凳龙等13条
龙冲天而起。预示着我省竞技体育与全民健
身和谐发展，三湘四水的体育健儿在第十三
届省运会赛场上龙腾虎跃，用拼搏助飞体育
梦想；昭示着我省全面深化改革，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以新的跨越书写新的华彩
乐章。

这一夜，流光溢彩。
这一夜，激情飞扬！

主火炬手董斌：

很荣幸 很激动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王亮 苏原

平 潘文秀） 第十三届省运会开幕式上，里
约奥运会男子三级跳铜牌得主、 衡阳籍运
动员董斌以三级跳的姿势点燃主火炬，令
人振奋，他自己也格外激动和自豪。

雅加达亚运会2日刚刚结束，董斌因伤
遗憾错过。董斌告诉记者，他的伤还是2016
年落下的，2017年又坚持参加了全运会，伤
病治疗并不彻底，才导致复发。没有参加本
届亚运会，董斌觉得很遗憾。因为2014年仁
川亚运会，他是银牌得主。 近两年，董斌发
挥稳定， 完全有机会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将
银牌“换”成金牌。 不过他也说：“遗憾归遗
憾，作为运动员，伤病是难以避免的挫折，
也是一种宝贵的精神磨练。 ”

虽然不能在亚运会上绽放
光彩、弥补遗憾，但能助阵省运
会、助力家乡，他觉得很荣幸、
很激动。“参加过奥运会、世锦
赛等国际大赛， 但还是第一次
担任火炬手， 而且还是在自己
家乡举行的省运会上，
如此近距离接触主火
炬并亲手点燃， 想想
我就觉得很激动。 ”

草根乒手
有“派头”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冠军会是我？ ”放下球拍，“湘潭大
妈”周小芳兴奋地跟队友拥抱在一起。 9月
3日，省运会乒乓球（成年组）女子单打甲
组冠军“新鲜出炉”， 周小芳却还没缓过
神。

根据规程，本届省运会乒乓球（成年
组）的比赛分为甲、乙组，其中甲组为45岁
以上选手，乙组为20岁至45岁选手。 一路
过关斩将，51岁的周小芳闯进了女子单打
甲组决赛。

她的对手来头不小，长沙选手李莉红
曾有过“专业队经历”。 相比之下，周小芳
却从未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科班对草
根”，不少人为周小芳捏把汗。

对手功底确实“硬扎”，周小芳却耐心
“周旋”， 有几次被对手杀个措手不及，周
小芳居然在场上为自己的失误笑出了声。
轻松的心态挺奏效，周小芳竟率先占据主
动，11比9、11比8直落两城。 第三局周小芳
有点“乱”，出现了几个失误，她“顽皮地”
几次跺脚又笑出声， 场边不少观众调侃
道：“芳姐这派头也太另类了，这可是决赛
啊！ ”

第三局落败后， 她忽然变得严肃起
来，第四局最终以11比9险胜，为湘潭代表
队拿下一枚女单金牌。 赛后周小芳笑得合
不拢嘴。 她曾与李莉红三次过招，次次败
下阵。“赛前我觉得金牌没戏，不如打场快
乐的球！ ”见到每个过来贺喜的朋友，她都
是这么说。

7岁开始打球的周小芳没受过专业训
练，打球全靠父亲手把手教。 乒乓球背后
凝聚着父女情，也是周小芳认定一生的兴
趣爱好。 长大后她在“湘钢集团”上班，每
周都要练三次以上的球。 她越打越出名，
当地的女选手已没几个打得过她，“我现
在喜欢找年轻伢子打球， 他们的速度、球
技更能带动我。 ”周小芳说。

在周小芳心里，“草根球手”也有强大
能量。 去年天津全运会，群众项目的首次
设置给了周小芳更大的鼓励。 她随湖南队
拿到了乒乓球女子团体铜牌，也收获了个
人单打的第四名。“全运会都有群众项目
了，可见越来越多人知道‘民间处处有高
手’了！ ”

还过几年，周小芳打算退休了，能有
更多外出比赛的机会，顺便出去看看外面
的世界。

“国字号”主帅
省运“闪现”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傅汝萍

“白导来了，今晚可得把咱们的气势打得更充分点！ ”9
月1日下午4点，参加省运会男篮比赛（成年组）的长沙队小
伙子们在开赛前准备会。 晚上， 他们将对阵上届冠军娄底
队，更重要的是，好久不见的师父白江从国家队回来“探亲”
了。

4月份，中南大学篮球队总教练、省运会长沙男子篮球
队教练、 前国手白江又拥有了一项新任务———作为目前国
内高校篮球顶尖级教练，他的专业与“霸气”为业界称道。 在
中国篮协邀请下，他成为中国男篮（蓝队）助理教练，助力国
家队备战亚运会以及2019年男篮世界杯， 日常主要负责中
锋队员训练。“国家队愿意信任我，我想是因为目前高校篮
球越来越受到关注、越来越红火。 ”临行前他与记者闲聊时
说。

这几个月来，白江基本没空管理中南大学篮球队，去国
家队前已确定带领长沙队征战省运会， 也只能每天在微信

“远程指挥”。 这次能来邵阳， 是因为蓝队目前没有比赛任
务，周末放假两天调整。

9月1日晚六点半， 长沙队小伙子们热身时不停张
望，向来准时的师父迟迟不现身。 七点钟比赛正式打响，
开球前队员们眼里突然“放了光”，只见白江快步入场，
气定神闲坐在球员席。 久别重逢，他只说了句“你们先认
真比赛”。

师父来了，表现可不能马虎。 队员们开场之后不久便保
持住20分以上的领先优势。白江脸上露出淡淡微笑。长沙队
的11个小伙子里，5名是现役中南大学篮球队球员、4名是自
己昔日弟子。

指挥比赛，白江却“开了小差”，手机里正播放着中国与
伊朗的亚运会男篮决赛。 他时不时瞄一眼手机，“今天对伊
朗是场硬仗，这都第二节了局面还打不开。 ”场上弟子的表
现他看着开心， 雅加达赛场的激烈比拼却让他神色有些紧
张。

119比66， 长沙队小伙子轻取对手， 赛后大家把白江
“拥”到了更衣室。 向来守纪律的他首先向队员“承认错误”：
“太久没回来，所以临时有事要处理，结果没赶上高铁，不是
故意迟到。 ”

“白导你快讲讲国家队吧！ ”一个队员有点心急。 面
对弟子，白江侃侃而谈，他讲起了7月份随国家队蓝队远
赴加拿大训练比赛的趣闻， 甚至还透露了些球员日常的

“小花絮”。“红蓝双队既是竞争但更重在合作，姚明主席
也确实操碎了心、 用心良苦。 现在唯一目标就是打好
2019年世界杯。 ”他告诉弟子，9月8日蓝队将赴叙利亚比
赛， 自己要到9月20日才能结束现阶段的国家队助教工
作。 他还叮嘱现役队员，省运会结束后，要好好备战中南
大学受邀参加的中国篮协首届“CUBA（大学生篮球联
赛）与CBA对抗赛”。

“赢了！ ”走出球馆，一直用手机关注着直播的白江突然
叫出声。 中国男篮在亚运会决赛中顽强的表现让他兴奋：

“李楠指导带得好，小伙子们打得好！ 硬骨头啃下来了，我们
中国男篮还是亚洲之王！ ”转瞬，他就变成“严肃脸”，对身边
弟子说：“你们也好好干，对手再强大也别怕，争取打个省冠
军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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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月3日，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在衡阳市体育中心开幕。图为开幕式现场。 本版照片均为唐俊 傅聪 摄影报道

� � � � 9月3日，衡阳市体育馆，省运会跆拳道项目青少年组正
在进行中。当天，该项目共产生7块金牌，其中长沙、衡阳、省
体校代表队各获得两块金牌，湘潭代表队获得一块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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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月3日，衡阳市体育中心，湖南
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开幕式现场，观众
为运动健儿加油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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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观众为开幕式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