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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长沙市首届幼儿篮球教练员（初级）培训班4月28日落幕。为期两天的时间，全省110名幼儿篮
球教师参与其中。本次培训班的举行，正式开启我省对“幼儿篮球运动”的探索征程———

加油！篮球“娃娃军”
主场2比1“绝杀”武汉三镇

244天后，湘涛迎中乙胜利
湖南日报5月4日讯（记者 蔡矜宜）时隔244天后，湖南

湘涛队终于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 迎来一场联赛胜利。在
今天进行的中乙第8轮比赛中，湘涛队凭借伤停补时的“绝
杀”，主场2比1险胜“升班马”武汉三镇，取得联赛首胜。

新赛季， 遭遇财政危机的湘涛队不但没有任何引援，
连常规的冬训也没有进行，一路走得十分艰难。本场比赛
不仅是湘涛队取得的本赛季中乙首胜，也是自去年9月1日
中乙第22轮客场6比1战胜上海申梵后， 时隔244天再获联
赛胜利。期间，球队曾在足协杯首轮比赛中1比0小胜山西
信都，联赛战绩为4平7负。此役，35岁老将王琛上半场率先
破门，阮杨伤停补时打入绝杀进球。

“我们赛前分析对手，把王琛调到前锋线，利用他的特
点给对方更多压力。老队员确实不负众望，他这个年龄的
球员在场上从第1分钟到90分钟，还能这么付出、这么投入
确实很不容易。”湘涛主帅唐京赛后表示，球队现在仍面临
很多困难，大家对待每一场比赛都全力以赴，希望能获得
好的结果。

2019省跆拳道大奖赛
湘西分区赛举行

湖南日报5月4日讯 （记者 王亮）3日下午，“湘窖杯”
2019年湖南省跆拳道大奖赛湘西分区赛在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民族体育中心体育馆落幕。

本次湘西分区赛由湖南省跆拳道运动协会主办， 湖南
湘窖酒业冠名赞助，共有来自自治州的14支队伍、473名运
动员参赛。湘西分区赛的比赛共进行两天，最终龙山思源、
功夫国际、凤凰宏武三支队伍位列总金牌榜前三位，大赛团
体总分前三名是龙山思源、凤凰宏武、功夫国际。

据了解，2019年省跆拳道大奖赛共有14个分区赛，湘
西分赛区是首个分赛区，年度总决赛将于10月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篮球篇

� � � �“教育从娃娃抓起”，这话不能只是说
说而已。

“你在球场上教得眉飞色舞，可能孩子
们在场边听得云里雾里。”长沙师范学院体
育科学学院院长陈捷在长沙市首届幼儿篮
球教练员（初级）培训班上的一句“玩笑”，
把110个学员逗乐了。

陈捷并不认为这只是句“玩笑”。
继2017年中国篮协重启“小篮球计

划”后，专用4号球、上场三人制、每节5分钟
的“幼儿篮球”作为小篮球的延伸，为3至6
岁孩子“量身定制”。湖南篮球迅速“做出反
应”，举办了省幼儿篮球趣味比赛，但这项
属于幼儿的运动项目彼时并未“激起千层
浪”，“教学盲区多、学得会的少”成为短板。

多年从事青少年篮球教学研究的陈捷
认为，只有让更多教练知道“教什么、怎么
教”，才能换回娃娃们“愿意学、听得进”。在
他看来，幼儿篮球教学是篮球启蒙教育，要
注重培养幼儿的篮球兴趣， 主要以组织篮
球游戏的形式进行教学， 在课程设置上一
定要尊重幼儿生理与心理的特性。

本次培训班， 他主要讲授幼儿篮球教
学目标与内容。“让小班爱上拍球、 让中班
心怀集体、让大班认知规则”的“分步走”概
念，在陈捷1个小时的授课中被反复提及。

“赶小鸭子（拨球走）”“小矮人运西瓜
（蹲走推球）”“捉尾巴（运球护球）”……这
些在课堂上重点强调的篮球游戏成为教学
名词；两天的课程，涵盖知识讲座、篮球操
编排、理论考试等内容，篮球娃娃军的起步
第一次有了“技术支持”。

� � � �湖南幼儿篮球界，有个“猴子老师”，
是长沙东岸锦城幼儿园的篮球教练。

从2017年省幼儿篮球趣味比赛亚军
到2018年斩获冠军， 他的队伍是全省佼
佼者； 从去年小篮球联赛湖南长沙赛区
U8组第8名到今年收获第5名， 他的队伍
是所有参赛队中唯一包含幼儿园选手
的，球队甚至还有“隔汗巾队”之称。

“猴子老师”叫蒋晟，这“外号”是他自
己取的，“做幼师嘛， 孩子们叫我‘蒋老
师’，太别扭。”

毕业于长沙师范学院体育科学学院
的蒋晟喜欢孩子、喜欢篮球，在幼儿园里
教篮球的就业目标在2016年照进了现
实。当年9月，他进入长沙市芙蓉区教育
局东岸锦城幼儿园。

巧的是， 发展篮球特色历来是该幼
儿园的重点计划。

“所有大人都曾是孩子，虽然只有少
数人记得”。蒋晟喜欢《小王子》里这句话。

“将篮球放在地上，手像给娃娃戴帽
子一样，一下两下向下拍；想象拿开篮球，
逐渐加快拍的速度， 是不是有点像拍篮
球？”采访间，蒋晟俏皮地和记者玩了一把
“戴帽子”。

他告诉记者，实际教学中，教练员要
学会用孩子的语言， 把自己也变成“孩
子”。在他看来，用生活化、物象化的方式
带孩子认识篮球，远远好过枯燥的理论。

这次培训班，他成了“幼儿篮球技能
教学与比赛”课的讲师，但他觉得自己仍
是一名“学员”，还需不断学习。

� � � �在很多孩子心里， 小小篮球也像花
朵一样，你渴望拥有它，它就盛开。

4月28日下午，东岸锦城幼儿园大一
班孩子们表演完“篮球操成果秀”后，长
沙市首届幼儿篮球教练员（初级）培训班
落幕了。这个由长沙市篮球协会、长沙师
范学院体育科学学院主办， 长沙市芙蓉
区教育局东岸锦城幼儿园、 湖南小步体
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而来的“新课
堂”顺利举行，为我省强化“幼儿篮球之
路”打下基础。

这个课堂， 第一次运用了我省首本
幼儿篮球指导教材、 第一次有了专业讲
师“介入”、第一次对“幼儿篮球操”的编
排做出探索……幼儿篮球的“存在感”，
逐渐清晰。

“‘多方灌溉’ 应成为未来发展方
向”，记者走访间，不少业内人士都给出
如此见解。淡化竞技名次意识、加大地市
州沟通联动、 完善教练员培养体系等建
议均被提及。

“呼声最高”的建议当属“完善联赛
机制”，这与目前我省各地市州关于幼儿
篮球的联赛机制还未形成气候的实际情
况相契合。有业内人士指出，只有精品赛
事的打造、盛行，才能涌现更多参与者。
此前“小篮球联赛” 带活了“小篮球运
动”，便是极好证明。

“目前，长沙市U6幼儿篮球趣味比
赛正在酝酿，6月将正式亮相。”长沙市篮
协秘书长钟斌告诉记者， 这项赛事的到
来， 将让更多幼儿园孩子有登上“大赛
场”的机会，“U6时代”的到来，也将引导
更多基层幼儿园篮球运动的发展。

开垦“新天地”
湖南篮球有了“娃娃军”

寻求“灌溉渠”
“联赛机制”或成源头动力

孕育“新土壤” 用“童趣”播种篮球希望

�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3日电 NBA
季后赛3日继续进行， 在西部半决赛
中，主场作战的波特兰开拓者队鏖战4
个加时以140比137战胜丹佛掘金队，
总比分2比1领先。

开拓者和掘金的第三场较量中，
两队常规时间战成102比102，随后双
方连续激战4个加时才分出胜负，最终

开拓者以140比137力克对手。后卫麦
科勒姆手感发烫，共拿到41分，利拉德
也有28分进账。胡德替补登场攻下19
分，中锋坎特拿到18分、15个篮板。

掘金方面， 后卫穆雷和中锋约基
奇分别拿到34分和33分。

在东部半决赛波士顿凯尔特人队
和密尔沃基雄鹿队的较量中， 雄鹿核

心安特托昆博继上一场大发神威后，
客战波士顿依然大杀四方， 他一人攻
下32分、13个篮板、8次助攻，率领球队
大破“绿衫军”。

比赛最后，雄鹿客场上演逆转好戏，
以123比116胜出， 总比分2比1领先。此
战客场获胜意味着球队抢回主场优势。
双方第四战将于6日继续在波士顿进行。

开拓者4加时力克掘金NBA西部半决赛

� � � �在4日进行的中超第8轮比赛中，北京国安
1比0小胜广州恒大，取得赛季8连胜。图为国安
队球员于大宝（左三）在争顶。 新华社发

� � � �图为长沙市首届幼儿篮球教练员（初级）培训班在东岸锦城幼儿园举行。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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