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

中国队小组赛对阵图：
5月24日19时55分 中国女队对阵新西兰

21时05分 中国女队对阵澳大利亚
5月25日19时30分 中国男队对阵卡塔尔

20时40分 中国男队对阵新西兰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136 9 3 9
排列 5 19136 9 3 9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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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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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另一片球场，你也“在这里”
有梦想的人，从来不会孤单。
5月20日晚，谭思羿又来到位于长沙

城南的一家球馆练习。2019年中国三对
三篮球联赛（湖南赛区）下个月启动，他
又“动心”了。

2011年，谭思羿从中南大学毕业，工
作之余去球馆找小伙伴打球， 成了生活
里的“规定动作”。

时常泡在球馆， 笑言大学毕业后专
打“快乐养生篮球”， 谭思羿居然因此

“找回” 了不少老友———他与民间篮球圈
里有“超级1米8” 之称的李波、 有“湖
南科比” 之名的湘潭大学前男篮队员刘
健、 出身湖南篮球名校明德中学的戴喜
文“重新结缘”， 与在中南大学攻读硕士
的篮球狂热者廖浩然“惺惺相惜”。 一来
二去， 几个在圈内“小有名气” 的大男
孩成了好拍档。

4人即可组队参赛，10分钟一场“快
狠短”，周末举行“不误工”，三人篮球“低

门槛、重参与”的特性，吸引了这队黄金
拍档———“我依然想打篮球”， 他们都这
样想。

2016年，5个小伙子组成“三秒区”篮
球队。学生时代从未接触的“三人篮球”，
从此成为小伙子们延续篮球梦想的“新
途径”。

无惧“不年轻”，我有我的“样”
没有梦想，何必远方？
“抬头看屏幕，还有7分钟！再抬头，

怎么还有5分钟！” 谭思羿笑着回忆第一
次组队参赛时的“尴尬”。

三人篮球赛场的确像个“三秒区”。10
分钟定胜负， 场次人员轮转速率比传统5
人制篮球更快。 篮球运动发展日新月异，
当“小快灵”的打法逐渐兴起，“体能与策
略并进”，成了球队制胜的关键。

他们都很清楚，自己也不小了。民间
赛场上大把“正当年”的学生球员，体力
优势肉眼可见。于“三秒区”的5名成员而
言，经验成了他们手中的唯一“武器”。

“找回我们以前打高中联赛、CUBA

时的感觉和霸气吧！” 一次训练结束后，
小伙子们憋着的劲突然“爆发”了。

自2017年起，每周至少3次“集训”，各
自忙碌时仍要自觉“加练”，常围坐在一起
观看高手视频。“走出去，多参赛，多见识”
成了小伙子们的共识。只要有民间三人篮
球比赛， 他们都会组队报名，“4人参赛，1
人管理” 的模式延续下来，“赶场比赛”成
了常态。

2017年， 他们一举夺得2017-2018
年新浪三对三湖南赛区亚军。 此后捷报
频传，2017-2018年华熙国际三对三湖
南赛区冠军、2018年华熙国际三对三全
国八强、2018-2019年湖南“滔博杯”三
人篮球赛冠军……他们逐渐找回当年

“球场上的自己”。

仍是“少年派”，青春不离场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烧烤解决

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5月21日晚， 长沙城南一家大排档，

“三秒区”又聚在一起。他们讲着各自现
状，忆着共同过往，也商量、碰撞着接下

来的计划。
除去廖浩然，李波、戴喜文、谭思羿、

刘健已经认识十几年，如今他们都已初为
人父。家庭与工作中，他们负重前行；球场
与赛场间，他们还是那个少年模样。

“从小练篮球，我学会了责任、感恩、
合作。 这样的运动精神贯穿了我的整个
成长。”谭思羿感叹。如今，家中已有两个
大胖小子， 未来带着孩子一起坚持篮球
梦，是他的愿望。

近一年时间， 三秒区的队员们多了
很多机会。几个小伙子的“组队出征”逐
渐成了几个家庭的“组团出行”。去年，他
们带着各自家庭去成都参赛， 有家人陪
伴，让他们倍感温暖。

2018年， 中国三人篮球发展硕果累
累———中国男、女队在亚运会双双夺冠，
民间三人篮球赛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线上约球平台”热度高涨，球馆落成鳞
次栉比……

“我们会一直打下去，不散场！”当问
到“未来计划”时，5个小伙子给的答案一
模一样。

萨摩亚球员：

湖南“援”我篮球梦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周倜 王亮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在湖南的3个月十分难忘，这里
的人正如这里的食物一样热情、火辣，篮球氛围也非常棒！”
来自萨摩亚队的女队员Carolett� Helma� Autufuga与记者
聊起这次“湖南之行”不时竖起大拇指。

本次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预选赛上，萨摩亚队成为
所有参赛队中，除中国队外最占有“心理优势”的队伍，因为
他们今年3月就已来到湖南。作为由国家商务部主办的“援萨
摩亚2019年太平洋运动会技术援助项目”的一部分，38名萨
摩亚国家篮球队队员在衡阳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培训。

浏览萨摩亚队预选赛战绩， 一场1比21的悬殊比分显
得格外扎眼， 那场比赛萨摩亚女篮完败于实力强劲的菲律
宾女篮。当记者“小心翼翼”地问起这场失利时，Carolett�
Helma� Autufuga的反应却意外“正能量”，她笑着说：“菲
律宾队的实力确实很强，虽然我们输了很多分，但我们尽力
了，有机会跟这么厉害的球队比赛让我们觉得很荣幸。”

虽然男女队都未能从预选赛中突围，但对于第一次参加
三人篮球亚洲杯的萨摩亚队而言，仍收获了许多。“在我们国
家，打三人篮球的不多，这次比赛让我们看到很多厉害的对
手，学到很多经验。”男队教练Aukusitino� Stephenschuster
向记者介绍，来华培训已接近尾声，这次比赛是对训练成果
的检验，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在湖南的这3个月，主办方为我
们提供了专业的训练计划和器材，并且每隔两周安排衡阳师
范队与我们比赛。这是一次收获颇丰的湖南之行。”

采访结束时，萨摩亚队本次亚洲杯征程也已提前结束，
但他们迟迟未离开赛场。此时，场上韩国与印度男队激战正
酣，萨摩亚的队员和教练立马“变身”现场观众，为场上每一
次进球欢呼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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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湖南“草根篮球圈”，有一支叫“三
秒区”的“网红”队。5个“大男孩”的战队，
平均年龄近31岁。三人篮球的舞台，延续
了他们的篮球梦想———

这片球场，你仍是“少年”！

� � � � 5月23日11时，京剧
演员在高空玻璃吊桥上
表演京歌《中国脊梁》。
当天， 由省京剧保护传
承中心、 平江县文旅体
广局联合举办的“京韵
石牛寨 魅力湘文旅”京
剧快闪活动在平江县石
牛寨景区举行。《迎春》
《夜深沉》《中国脊梁》轮
番登场，激扬的伴奏、悠
扬的唱腔在山间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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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月23日，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演
员来到平江县石牛寨景区，准备为观众
表演。

� � � �演员表演川剧《变脸》。
� � � � 5月23日，京剧乐队在为观众演奏曲牌《夜深沉》。

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女子三级跳远

湘潭一中赵悦怡获亚军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通讯员 吴展宏）2019年世界中学

生田径锦标赛19日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市落幕，来自湘潭市
一中教育集团益智中学的赵悦怡获得女子三级跳远银牌。

赵悦怡是湘潭市一中教育集团益智中学初三学生，从
小学六年级开始跟随湘潭市一中田径教练彭江彪训练。在
彭江彪的悉心指导下，赵悦怡2018年崭露头角，获得全国
中学生运动会三级跳远和跳高两项金牌。

省直机关篮球赛6月1日开赛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王亮）“长房”杯第13届湖

南省直机关篮球赛新闻通气会今天在省体育局召开，本届
赛事共有94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其中3名省
部级领导干部、73名厅局级领导干部，规模、人数均为历届
之最。

本届省直机关篮球赛由省体育局、省直机关工委会主
办，省篮球协会、省直单位职工文化体育协会承办，湖南翼
腾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赛事推广单位，“长房集团”
冠名，湖南湘窖酒业协办，比赛将于6月1日在长沙民政职
业技术学院开幕，6月15日闭幕。

本届赛事将分别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理工
大学、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广播电视大学、长沙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澧水公司、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长沙
市六中、省人民体育场综合球馆、省委大院篮球场等10个
单位的体育馆进行。比赛地从体育馆走进机关大院，让比赛
更接地气。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蔡矜宜 周倜

5月23日，2019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
杯预选赛全部结束， 卡塔尔等5支球队晋
级，男、女组24支正赛球队火热出炉。

拒绝冷门，预选赛很精彩

随着最后时刻“绝杀”印度队，韩国队
以3战全胜的战绩夺得男子预选赛B组第
一，本届三人篮球亚洲杯预选赛全部结束。
最终，卡塔尔、韩国、中华台北3支男队携手
晋级，女子组晋级的则是菲律宾和泰国队。
5支球队，都是全胜晋级，这也基本是球队
实力的展现。

男子组方面，虽然3个小组的结果都不
算冷门，但头名之争格外惨烈。卡塔尔队在
A组与伊朗队展开激烈的出线争夺， 最终
卡塔尔队以17比16惊险取胜，笑到最后。韩
国队的晋级也不容易， 最后时刻命中1球，
从而以20比19“绝杀”印度，成功晋级。C组
的中华台北队， 最后一场面对曾大比分被
越南队击败的吉尔吉斯斯坦队， 也仅以14
比13险胜。

女子组的争夺同样激烈。 菲律宾队是
在击败中华台北队后，确定拿到A组第一。
泰国队的晋级之路像坐过山车， 她们以21
比15拿下小组最强对手印度队， 但仅以12
比11险胜马尔代夫队，也是踩着“警戒线”

闯入正赛。
从预选赛来看， 尽管球队整体实力参

差不齐， 不少比赛出现21比1的悬殊比分，
最终的晋级球队也不意外， 但5个小组，都
至少出现两支球队争夺头名的“肉搏战”，
也说明预选赛的竞争力在逐步提升。

强队扎堆，正赛很诡异

随着预选赛全部结束， 正赛的小组对
阵形势火热出炉。

因为同组有支预选赛晋级的球队，外
界原以为中国男队的小组赛会好打一些，
但随着卡塔尔队进入中国男队和新西兰队
所在的B组，中国男队想要确保出线，必须
将每场比赛都当做最后一场来打。

近几年，卡塔尔队通过归化国际球员，
实力稳步提升， 这是他们能战胜伊朗队获
得晋级的直接原因。 中国篮协三人篮球部
部长柴文胜介绍：“这两年， 我们男队和卡
塔尔队交手多次，都获得胜利，但他们的实
力提升非常快， 任何一场比赛都不能掉以
轻心。”柴文胜也表示，尽管中国男女队的
小组赛形势比较严峻， 两支球队都抱有取
胜的信心。多与强队交手能积累经验，如果
小组顺利出线， 后面的比赛也就好打一些
了。

男子C组因聚集了上届亚洲杯冠、亚军
澳大利亚和蒙古队，备受关注。从预选赛晋
级的韩国队虽然实力不如两大夺冠热门，
但三分投顺手，也不是“软柿子”。

女子组最强的3支队伍也汇聚在一起，
就是A组。这3支球队，新西兰队是上届亚
洲杯冠军， 中国女队和澳大利亚队则分别
是上届的亚军和季军，可惜小组赛一结束，
就有一支球队提前回家。

� � � � 5月23日， 2019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预选赛继续进行， 图为卡塔尔
队员 （红色球衣） 在比赛进行封盖。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李朝晖 摄影报道

正赛开打，
中国队面临劲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