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4日下午， 湖南广东商会队在主场湘
潭大学以3比0轻松击败沈阳机场队， 从而以2
比1的大比分晋级本赛季羽超联赛季后赛4强。
让人惊奇的是， 这支骁勇善战的湖南队中， 居
然有多达8名队员就读于湘潭大学。

“我们学校目前建有4支教育部高水平运动
队，除羽毛球队外，还有田径以及男、女篮球队。
在各自的项目上， 他们均是拉出去响当当的高
水平队伍！”谈起学校这几张体育“名片”，湘潭
大学体育教学部部长熊茂湘教授格外骄傲。

沃土育芳华， 湘潭大学不仅在各项体育赛
事中捷报频传，学校也先后被评为“第五次全国
体育场地普查先进单位”、“第六届全国城市体
育先进社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组建高水平运动队
打造高校体育“排头兵”

11月3日中午，当记者刚来到湘潭大学新体育
馆入口，看到几位青春洋溢的女生正站在体育馆
外的宣传海报前手舞足蹈，“鲍春来是我们学校的
啊，这次他也来！晚上一定要给他加油！”

等来到体育教学部， 熊茂湘正有条不紊、气
定神闲地对当天晚上和次日的比赛进行最后的
准备工作，“湖南队中湘大的学生就有8名，最不担
心的就是比赛的氛围，我们一定会把比赛办好。”

众多羽球高手缘何加盟，要从2010年说起。
当年，萌生退意的鲍春来渴望读书，得到消息的
湘大体育教学部， 立刻展开对这位湘籍国手的
追逐。“经过努力， 鲍春来成为了我们公共管理
学院的一名新生。同时，一起前来的还有另外两
位男选手———张圣和董帅。”回忆起2年前，熊茂
湘依然十分兴奋。随后，柴飚、夏欢、张稳、曾惜、
谢思宇等5位湖南省羽毛球队运动员也先后“慕
名”进入湘大。湘大也凭借雄厚的高水平球员基
础，通过了教育部的考核，成为我省唯一具有羽
毛球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资格的学校。

自此， 湘大羽球人开始在全国乃至世界上
为湘大增光添彩。 2011年8月， 张圣勇夺第15届

全国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男单冠军； 柴飚、 包宜
鑫、 夏欢则分别在多项公开赛中称雄。 2012年，
柴飚更是代表国家队， 参加了伦敦奥运会。

于2008年成立的校男子篮球队， 更是在短
短的4年内，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湘大奇迹”。

回想今年夏初的那个夜晚， 湘大男子篮球
队主教练刘雄军依然热血澎湃。2012年4月3日
晚， 面对劲旅广西大学男篮， 湘大男篮敢打敢
拼，最终以62比56取胜，跻身西南赛区4强的同
时，首次进军全国16强。

田径队也不甘示弱。2012年9月份进行的第
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中，湘大的4名运动员勇
夺5枚金牌，人均金牌数远超省内的其他高校。

“高水平运动队，对带动全校体育发展以及
增强学校荣誉感有强大的牵引作用。”熊茂湘表
示。目前，湘潭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基本形成
了以基础体能项目 （田径）、身体对抗项目（篮
球）和优势项目（羽毛球）“三足鼎立”的稳固支
持局面，而这几支高水平运动队，也正是湘潭大
学体育发展的“排头兵”。

丰富校园文化
促进体育社团蓬勃发展

挥拍、击球，羽毛球在空中快乐飞翔；三分、
突破，篮球少年在球场挥洒青春；在新体育馆中，
练瑜伽的场地呼吸可闻，跳健美操的场馆则乐声
激昂……当记者深入湘大的各个体育场所，看到
的是活力与动感，感受到的是青春与激情。

作为校园体育的主体， 体育课在湘大格外
受学生青睐， 其中适应体育课更受广大学生好
评，所有的学生都能感受到运动的快乐。

在湘大的校园体育活动中， 体育社团更是
不可或缺的力量。至2012年，湘大共建成羽毛球
协会、棋类协会等19个学生体育社团。为加强对
学生体育社团的指导与管理， 体育教学部成立
了人文体育系， 给每个学生体育社团安排了指
导教师， 体育社团在教师的指导下有计划地开
展各具特色的活动。

自行车协会是其中的一个 “明星社团”，他
们以引领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为主要活动目

的。近至韶山，远达西藏，几十里至几千里的征
程留下了他们斑驳的轮印。2011年10月，自行车
协会组织了“保护湘江”环保活动。十几个成员
从湘潭出发，骑自行车途经株洲、长沙、靖港、汨
罗，每到一地，取水质进行检查，宣传讲解，并发
起“保护湘江”的签名活动。

体育为公益服务，也是湘大一直所倡导的。
2010年和2012年， 湖南国际篮球邀请赛两度在
湘潭大学体育馆进行，以“义演”方式筹集善款
数十万元， 捐赠给湘潭各高校的贫困学子们；
2011年该校学生还单独组织策划了 “希望工
程———快乐篮球支教行动”。

“每个月学校里都会上演各类丰富多彩的
体育赛事。教室内安心读书，场地上激情四射，
学习与体育锻炼相辅相成， 这就是我们湘大的
体育文化。”熊茂湘告诉记者。

强烈的荣誉感
激励体育人奋勇争先

湘大在体育上所取得的成就格外绚烂，在
分析湘大自身的条件以及与省内其他重点高校
实力的对比后，更会为湘大的体育人赞叹。

“与省内一些高校相比，我们发展体育的硬
件条件、资金投入均有很大差距。拿高水平运动
队来说， 目前每年学校分配高水平运动队建设
经费46万元 ，平均每支队伍11.5万元 。”在这种
局面下，湘大体育又缘何能够脱颖而出呢？熊茂
湘表示，“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是最重要的。”

湘大是一所被寄予特殊期望的高校， 毛主
席“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的美好愿景，是全
校师生共同的目标。湘大更视“学校的荣誉高于
一切”， 对高水平运动队的教练和运动员来说，
荣誉感更是他们奋勇争先的力量。男篮能在4年
的时间内冲入全国大赛，为的就是“湘潭大学”4
个字； 田径运动员侯静能够在改练400米栏后，
再次登上全国大运会最高领奖台， 也是这种精
神力量在发酵。

体育教学部各位老师的敬业奉献也是湘大
体育成功的关键。没有强烈的敬业奉献精神，谭
新莉老师不可能25年如一日， 冒着38摄氏度的
高温在田径场掐表；石刚强教授、刘雄军老师、
赵伟丽老师为寻找优秀运动员走遍了三湘四
水； 罗智波老师更为特招世界冠军鲍春来六上
长沙树木岭。

“男篮主教练刘雄军年薪5万多，远不及一
些高校教练年薪，但在CUBA的比赛中，他却率
领湘大队战胜众多强队。 这样不求回报的优秀
老师，是湘大的宝贵财富，更是湘大体育成功的
原因！”谈到自己的同事，熊茂湘格外动情。

首回合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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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沃土育芳华
———聚焦湘潭大学打造高水平运动队

本报记者 曹辉 王亮
通讯员 易大东 赵猛

本报11月10日讯 （记者 蔡矜宜 ）
北京时间10日， 洛杉矶湖人队官方正式
宣布解雇主教练麦克·布朗。 就在他离
职的当天下午， 球队坐镇主场以101比
77大胜金州勇士队， 迎来换帅后的首场
大捷。

季前赛全败、 新赛季常规赛1胜4负
开局， 湖人队管理层对布朗终于失去了
耐心，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和痛苦的决
定， 但我们认为此刻是球队做改变的最
佳时机。” 据悉， 布朗与湖人队的合同
期还剩3年， 被解雇后他将带走1100万
美元的违约金。

湖人队助理教练比克斯塔夫暂时接
任帅位， 指挥了今天与勇士队的比赛，
球队当家球星科比出战33分钟， 斩获全
场最高27分。 此役， 开局双方都紧咬比
分， 勇士队仅落后1分结束首节， 湖人
队在第三节找到了节奏， 打出一个25比
9的进攻高潮， 将领先优势瞬间扩大至
17分。 急躁之下的勇士队命中率一路走
低， 这让比赛提前失去悬念， 湖人队终
于迎来了新赛季的第2场胜利。

湖人大胜勇士“送”旧帅

本报11月10日讯 （记者 蔡矜宜 ）
在今天晚上进行的2012赛季中国足协杯
决赛首回合的比赛中， 贵州人和队主场
以1比1战平广州恒大队。 双方第二回合
的较量将于18日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进
行， 届时今年足协杯冠军的悬念将彻底
解开。

赛前， 本赛季的中超冠军恒大队早
已对足协杯虎视眈眈， 贵州队主帅高洪
波则表示球队要放下包袱轻松出战。 上
半场第10分钟 ， 恒大门将李帅出击失
误， 主队中锋拉法头球轻松得分。 下半
场开始不久， 替补上场的巴里奥斯在禁
区里抽射命中为恒大队追平比分。

客场拿到1粒进球后， 次回合回到
主场的恒大队心态上将占上风， 主帅里
皮说： “这场比赛是平局， 即使回到主
场以0比0打平， 也能得到冠军。 从没有
见过我们以平局心态去打一场比赛， 我
们会全力以赴以胜利结束本赛季， 赢得
足协杯冠军”。

贵州队今年在中超联赛中与广州恒
大的成绩是１胜１平。 今天这场比赛， 贵
州队主教练高洪波认为， 是今年与广州
恒大三场比赛中打得最好的一场， 他对
结果表示可以接受。

足协杯悬念18日揭晓

据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１０日电 ２０１２年中国羽
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半决赛１０日开战， 林丹率
领八一东凌集团队在主场以总比分３比２险胜卫
冕冠军青岛啤酒队， 在三场两胜的半决赛中占
得先机； 去年的亚军湖南广东商会队则在客场

以３比０轻取广州粤羽队。
拥有众多国手的青岛队包揽了羽超前两个

赛季冠军， 本赛季常规赛阶段他们以８胜成为
了胜率最高的球队， 季后赛首轮他们也以总比
分２比０轻松淘汰广东欧派队 ， 展现出强劲势

头。 八一队则由伦敦奥运会男、 女单打冠军林
丹和李雪芮领衔， 力争在半决赛中打破青岛队
的垄断。

林丹和李雪芮的确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
用。在首场女双比赛中 ，青岛队的马晋 ／骆羽为
客队首开纪录。 随后出场的林丹在面对李齐时
以１８比２１先丢一局 ，但 “超级丹 ”及时调整了状
态， 在后面两局以２１比１１和２１比１４连下两城，将

两队的总比分扳成１平，同时也保持了自己在羽
超男单比赛中的百分百胜率。

国家队男双沈烨 ／洪炜在第三场中以２２比２０
和２１比１２战胜刘小龙 ／熊帅， 帮助青岛队重新夺
回领先优势。但李雪芮随后以２１比１７和２１比１６击
败了泰国新星拉差诺， 又将两队拉回同一起跑
线。决胜场中，八一队的何汉斌 ／冯晨顶住压力，
以２１比１９和２１比１８力克邱子瀚 ／马晋。

羽超半决赛 林丹率八一力克卫冕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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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下课

图为11月4日在湘大举行的2012年羽超联赛季后赛湖南队与沈阳队的比赛。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