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8日，衡阳市博雅网球公园，龙平教练在指导黄姿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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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
排行

单位 金牌数
银牌
数

铜牌
数

总分
名次

1 长沙 41 24 23 1

2 常德 11 9 7 4

3 怀化 10 7 3 7

4 株洲 8 12 11 3

5 邵阳 7 18 11 2

6 衡阳 4 6 9 5

7 岳阳 3 0 3 10

8 湘潭 2 5 10 6

9 郴州 2 5 6 8

10 娄底 2 1 2 9

11 永州 2 1 0 14

12 益阳 1 2 2 11

13 自治州 0 1 2 12

14 张家界 0 1 1 13

省运会赛会奖牌榜
青少年组

成年组

（截至9月10日23时）

金牌
排行

单位 金牌数
银牌
数

铜牌
数

总分
名次

1 长沙 85 84 68 1
2 衡阳 85 46 49.5 2
3 株洲 61 64 49 3
4 自治州 50.5 12 33 6
5 怀化 44.5 18 22 5
6 省体校 30 24 18 12
7 常德 29 26 34 4
8 郴州 28.5 17 24 7
9 益阳 18.5 10 9 13
10 岳阳 18 10 26 10
11 娄底 16 21 24 11
12 邵阳 10 24 25 9
13 湘潭 8 13 27 8
14 永州 8 11 16 14
15 张家界 5 6 7 15

王亮

大众认知上，教师行业有一点被其他行业所羡
慕，就是每年的寒暑假。

但此羡慕不能一概而论，体育教师就是特殊的
存在，因为他们的寒暑假很多时候比常规学期还要
忙碌，既要带队训练，还要出去比赛，可能连过年都
休息不了几天。

走在校园里，哪位是体育教师，也一目了然，黝
黑的皮肤早已“出卖”了他们。

以往，学校教育唯升学成绩而论，体育课被肆
意“霸占”，体育教师也不受重视。现在，随着经济水
平日益提升， 人们对健康的追求开始成为核心追
求，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和学习成绩一样重要，体育
课和体育教师终于可以“翻身把歌唱”了。

而校园作为青少年的“大本营”，校园体育正成

为我国推行全民健身以及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
迈进的关键，学校里的体育教师，也成为体育发展
的重要力量。

湖南的很多体育项目，比如篮球、足球、田径、网
球等，都在校园盛开出“绚烂的花朵”，在越来越多的
舞台上发出湖南体育的声音。这背后，是一众像龙平
一样的基层校园体育教师，十年如一日的付出。

龙平们的学生，有的进了专业队，有的升入了
大学， 其中很多会成为体育教师或者专职教练，还
有的直接“回归起点”，和当年的师傅成为同事，继
续在校园一线挖掘和培养苗子，演绎了薪火相传的
佳话。

当然，不止是学校里的体育教师，所有运动项目
的教练均为“师”者，为学生或者弟子“授业解惑”的同
时，也传递着自己对体育和人生的认知和理解。

省运会的体育教师和所有教练们，节日快乐！

特殊的“实习生”
世界冠军谭亚运出任省运会举重裁判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周倜 李贞

9月9日，第十三届省运会青少年组举重项目比赛
继续在衡阳县一中进行，在男子丙组56公斤级选手入
场时，领队入场的裁判大有来头：第十二届全运会女
子48公斤级冠军和2013年、2014年连续两届世锦赛女
子48公斤级冠军谭亚运。

2006年的株洲省运会，14岁的谭亚运代表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出战， 时隔12年再次走上省运会赛
场，谭亚运的身份由运动员转变为坐在检录处的裁判
员。谭亚运说：“坐在场下比我自己12年前站在赛场上
要紧张多了，你看我的手，都是汗。”

本届省运会是谭亚运第一次当裁判， 换一个身
份走进赛场， 对她来说是全新的体验， 也让她对运
动员、 裁判员和教练员这三个身份有了更多认识。
她告诉记者， 坐在检录处， 看着教练站在眼前大声
为场上的运动员加油鼓劲， 听着赛场“嘟” 一声的
提示音， 心里非常紧张， 一直为那些在赛场上奋力
拼搏的运动员捏着一把汗。 每一轮试举结束， 每位
教练都要重新到检录处报下一把试举重量， 以前她
只是听教练的安排， 让举多少举多少， 现在才知道
每把的重量安排都是教练思考良久的选择， 非常有
讲究和。

2017年参加完第十三届全运会后， 谭亚运进入
了休整期， “我还没退役， 但也没有恢复训练， 平
时主要在举重运动管理中心帮忙带带小运动员， 然
后准备裁判资格证考试， 这次也是通过省运会实习
一下， 同时还要兼顾学业”， 谭亚运目前在湖南师范
大学读大二， 未来的去向还没有完全确定， “是复
出继续训练还是转型做教练或者考裁判资格证都在
考虑范围之内。 不过不管怎么转， 是离不开举重这
一行了。”

不过， 教练或许是她最想从事的， “我们都是
从省运会走出来的， 现在在台上比赛的， 也许就有
以后的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 如果我能成为一名教
练， 也许也会带出可以圆我梦想的运动员。”

穿越大湘西
永顺站举行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周倜）2018“走红军走过的
路·徒步穿越大湘西”活动永顺站昨天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1000余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其中。

本次徒步越野赛设有60公里组和30公里组，沿途风光
秀美，人文独特，赛道共设5个打卡点和6个补给点。选手在
挑战自我的途中，领略当地自然美景，了解当地历史文化，
感受当地民俗风情。

历经长途跋涉， 超过8成选手在14小时比赛规定时间
内完赛。最终，来自吉首的田大鹏、杨秀珍分获60公里男
子、女子组冠军；30公里男子、女子组冠军分别被长沙选手
颜浩、王彤获得。

本次活动由省体育局、省卫计委联合当地政府主办。

校园体育耕耘者

下期奖池：6472172226.5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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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周倜

扎根基层的龙老师
龙平 青少年组衡阳网球队教练、 衡阳珠晖区

实验小学体育教师
语录：“做了二十多年基层网球教练，就是想继

续为湖南网球做贡献，发现苗子、培养苗子。”

1988年， 从怀化师专毕业的龙平放弃了进入中
学的机会，来到衡阳市珠晖区实验小学成为一名最基
层的体育教师。1992年学校创建了网球队，他从零开
始学习网球，成为一名“半路出家”的网球教练。

龙平一边上体育课， 一边为网球队选苗子，干
得得心应手。 拿下2017年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14
岁组冠军的黄姿仪，就是他在体育课安排孩子进行
跳绳练习，然后发现的。

从事网球教练近三十年，龙平每天不是在网球
场，就是在去网球场的路上。每年过春节，刚休息了
大年三十和初一两天，初二开始就陆续有学生打电
话说要练球， 龙平就开开心心拿了钥匙给学生开
门，然后陪着他们一起练。

从1988年到现在，龙平由年轻的帅小伙变成了
头发斑白的嗲嗲。当年练网球的场地还是“炉渣三
合土”，如今网球发展的好，区政府和学校都重视，
光学校就有4片标准场地， 而且是跟大师赛同样档
次的进口塑胶地。

弟子成绩不错，“龙老师” 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龙平的初心和追求还始终不变，“我们就是最基层
的教练，没啥特别想法，就是继续为湖南网球做贡
献，发现更多的苗子，好好培养他们。”

“不忘初心”的“于哥”
于庆吉� 青少年组长沙男篮教练、 长沙一中体

育教师
语录：“我的想法和初心很简单，就是将篮球进

行到底。”

于庆吉每一条关于学校球队的朋友圈，都会加
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8个字。

9月10日教师节，带着长沙男篮出战青少年组篮
球赛的于庆吉忙着指挥比赛，这支队伍的班底主要来
自于长沙市一中男篮。顺利取胜，队员们走下场时都
过来跟于庆吉说了声：“于哥，节日快乐。”

于庆吉确实比他们大不了多少。 在大学打了4
年CUBA，2014年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的他选择

“重返校园”， 成了长沙市第一中学的体育老师，接

过了学校男子篮球队的教鞭。
“我的想法和初心很简单，就是将篮球进行到

底。”每周12节常规体育课，写不完的教案、重复着
的“上课集合—下课解散”。 每天放学后的男篮训
练，带着队员们一遍遍跑战术、抠动作，下训到家已
过了晚上9点。队员思想波动、状态起伏这些问题于
庆吉都得管。有时候碰上比赛任务，他天不亮就得
和小伙子们在田径场上“早操约一波”。

“口哨、秒表、金嗓子喉宝”，口袋里一个都不
少；“战术板、教案本、笔记本电脑”，每天都被于庆
吉放进大背包。4年时间， 从最初的助教到现在的
“主帅”，于庆吉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献给了球队的20
个小伙子。

今年8月，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长沙市一
中男篮一举问鼎全国中学生篮球锦标赛高中组冠
军。那个当年叱咤球场的帅小子，变成了临危不乱
的冠军教头。

“执教是一种责任”的黎教练
黎永前� 青少年组衡阳男排主教练、 衡阳八中

体育教师
语录：“从事了20多年的排球事业，执教是一种

责任，为排球运动，也为孩子们。”

9月10日下午，省运会青少年组男子排球比赛
衡阳队与岳阳队交手， 主场作战的衡阳队遗憾落
败，黎永前难掩失望的情绪，“毕竟主场作战，压力
太大了。”

衡阳排球男队以衡阳八中为班底，本次在主场
作战，衡阳队很早就开始备战，目标锁定在金牌。在
省运会前的最后集训阶段，队员们一天两训，时间
达到7小时左右， 每个队员每天扣球数至少在200
个以上。

因为教师节和省运会“撞车”，黎永前又在训练
和比赛中度过了自己的节日。

作为一名体育教师， 这样的日子太家常便饭。
黎永前说：“体育教师就是这样了， 平时要上课，周
末、寒暑假都要训练，一般也就是过年的时候能放5
天假。”黎永前的夫人也是教师，尽管两人的休息时
间不能“步调一致”，但对他的工作还是予以了最大
的支持。

黎永前是邵阳人，初中开始打排球，高考凭借
排球特长，进入湖南科技大学排球队。2005年毕业
后，来到衡阳八中，成为一名基层的体育教师以及
校排球队的教练，一干也有13年了。带队拿省冠军
乃至全国冠军，是他追求的目标。

� � � � 9月10日是教师节， 省运会青少年组
的赛场上， 很多教练是学校的体育老师，
他们在省运会的赛场上度过了一个特别
的教师节———

岳阳水球：
“国手双姝”有“热度”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王亮 李雅文

男子、女子组各4支球队，61名小将参与其中。层层角
逐后，9月10日，岳阳水球队以女子组冠军、男子组季军完
美收官。

说起岳阳女子水球，刚刚过去的“热度”当属雅加达亚
运会。 熊敦瀚、 彭林两个岳阳妹子携队友斩获女子水球金
牌，实现“中国女水”亚运会三连冠，熊敦瀚在决赛中打入4
球，为当场比赛中国队“得分王”。

2010年岳阳市组建了女子水球队，当时学校“走街串
巷”“托人介绍”地招了十几个小姑娘，熊敦瀚、彭林便在其
中。岳阳市游泳学校校长文艳芳还记得两人刚来时都是“旱
鸭子”，熊敦瀚还嚷嚷过几次“想放弃”。但彭林天生大高个，
熊敦瀚练过羽毛球协调能力好， 文艳芳不想浪费,“左说右
说，硬是把她们‘摁住了’。”

或许是生在“鱼米之乡”的岳阳人天生“水性好”。两个
小姑娘从零基础逐渐成长，进入了省女子水球队，并一步步
升为国家队主力，熊敦瀚司职中锋，彭林驻守门前。

“两个小妹打了里约奥运会，这在当时可了不得，水球
在岳阳再次火了。好多家长跑过来问我还招人不。”文艳芳
告诉记者， 其实岳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过水球人才，
1982年亚运会上，赵壁龙随国家队获得男子水球冠军便在
岳阳城内掀起不小轰动。

2010年岳阳市重新起步水球运动至今， 除了熊敦瀚、
彭林外，目前已有11名运动员输送至省女子水球队，其中7
名选手进入到“一队”训练。

文艳芳介绍，目前球队挖苗子主要延续之前“自己下去
招、县市送上来”的传统模式，人才培育主要依靠体育、教育
部门双重力量的联动，球队负责日常训练，十几个队员的教
育问题依托给当地教学质量数一数二的岳阳市九中管理。

“只有联合培养，才能打消队员与家长的顾虑，也才能有更
好的群众基础。”文艳芳说。此外，因水球训练需要扎实的游
泳功底，队内日常训练时常与游泳队训练相结合。

一座小城，出了个“国手双姝”，但文艳芳不想让人认为
球队是在“蹭热度”。省运会后，文艳芳想把队伍再“重新整
合”一番，她想再引进一批新教练，带来更多新的理念，让整
个教练团队的分工能更加明确； 她想借着水球日渐流行的

“东风”，思考着能不能把岳阳男子水球也抓一抓；她还打算
试试看把水球推广到更多岳阳的校园，特别是往县、乡等基
层延伸，期盼有更多的好苗子未来能活跃在水球赛场。

� � � � 上图： 9月10日上午， 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青
少年组射击比赛在衡阳市体育中心射击馆进行。 图为
运动员在比赛中。

下图： 9月10日， 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青少年
组排球比赛在衡阳市体育中心射击馆进行。 图为运动
员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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