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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比赛办到乡镇

成为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后，
三对三篮球迅速上升为最炙手可热的
赛事之一。 而在浏阳市，2015年就开始
举办三对三篮球联赛。经过4年的发展，
三对三篮球联赛已成为浏阳规模最大、
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之一。

7月14日，浏阳市第4届三对三篮球
联赛开幕，来自浏阳各地的145支队伍、
700多名选手参赛， 设城区、 北区永安
镇、南区大瑶镇3个赛区，赛事覆盖面和
参赛人数再创新高。

浏阳市体育运动管理局副局长徐
可卫介绍：“浏阳是湖南省‘一县一品’
篮球特色项目县。前几年，浏阳引入多

个高水平商业赛事，满足广大球迷的观
赛需求。近几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举办
大众赛事上，让老百姓有球玩。而把比
赛直接办到乡镇，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参
与到专业的篮球赛，这才是全民健身的
真正意义。”

送篮球下乡， 将比赛办到乡镇，十
分辛苦。

7月18日晚11时， 北区永安镇的比
赛全部结束，浏阳市篮球协会秘书长寻
常带着工作人员，迅速将篮球架、悬浮
式拼装地板、灯光、计分器等专业器材
进行分拆，然后装车赶往南区大瑶镇的
赛事举办地。待卸完所有器材，已是19
日凌晨。由于队伍多，本届联赛每天的
比赛都能从19时打到23时，寻常带着工
作人员和裁判，每天都要忙到大半夜。

寻常说， 自从2015年举办首届后，

联赛就“一炮而红”。每次一过完年，就
有很多人开始打听今年的联赛什么时
候办。“本届对参赛队的数量有所控制，
不然真的忙不赢！”

打“飞的”回乡参赛

浏阳市三对三联赛将比赛办到乡
镇，也因为浏阳的篮球氛围实在火热。

就在7月16日， 第3届大瑶镇村（社
区） 男子篮球赛结束，10支代表队鏖战9
天，成为大瑶镇一年最大的新闻和焦点。

刘键是大瑶镇村（社区）篮球赛的
创始人之一。他告诉记者：“篮球运动在
浏阳群众基础好， 在大瑶镇就更好了。
老百姓组队参赛热情十分高涨，我就和
朋友一起组织起了这个比赛，给大家搭
建一个交流的平台。”众多队员，要么厂
里打工，要么地里务农，其他来自各行
各业，竞技水平或许不高，但真刀实枪

“斗”起来，比赛也格外好看。
比赛有多火？一名队员在外地当兵，

得知今年的比赛要打了， 特意请了假搭
乘飞机赶回来。比赛期间，镇上麻将馆的
老板向刘键打电话“吐槽”：“你们的比赛
一搞，把我们的客人都抢走了。 ”

虽然只是一个镇的比赛，大瑶镇村
（社区）男子篮球赛却办得有声有色，浏
阳市篮协给他们配备了专业裁判，还帮
他们邀请了湖南金健米业男篮的专业
DJ郑齐现场解说，每场比赛都围了个里
三层外三层，来晚了就只能听声音了。

除了大瑶镇，浏阳的澄潭江镇、金刚
镇、北盛镇等乡镇、村（社区）都有自己的
赛事。在浏阳市城区，篮球同样深受欢迎。
据统计， 浏阳市体育馆一年下来累计进
行800多场篮球赛，既有市里举办的各类
大赛，也有企事业单位的内部比拼，还有
百姓自发以球会友、锻炼身体。

下期奖池：6185259533.87（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206 2 6 7
排列 5 18206 2 6 7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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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089 26 27 28 32 34 06+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0

10000000 30000000

00

主场102比94击败洛阳队

金健米业男篮
列积分榜次席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王亮）
今晚进行的全国男子篮球联赛第23轮
比赛中， 湖南金健米业男篮在宁乡主
场以102比94击败洛阳中赫队， 以18
胜4负（轮空一场）暂列积分榜第二。

上轮比赛， 金健米业队在主场仅
以2分之差不敌河南赊店老酒队，遗憾
错失10连胜。本轮继续主场作战，球队
上下众志成城。

洛阳中赫队上赛季表现出色，不
过本赛季没了强力外援拉斯·史密斯，
实力下降明显。比赛中，金健米业队在
第二节表现强势，以28比18获得10分
的领先优势。其他时间，金健米业队凭
借出色的防守保持住领先。

本场比赛金健米业队延续多点开
花的优良传统，全队6人得分上双，其中
大外援霍利费尔德最抢眼，全场拿下30
分、22个篮板的出色数据。 也是在他的
强势发挥下，金健米业队在篮板上以42
比29领先，为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第24轮金健米业队轮空， 可以稍
作休整， 他们将在第25轮客场挑战合
肥原创队。

“我爱篮球”青少年
篮球夏令营举行

湖南日报8月1日讯（通讯员 侯馨
予 记者 王亮） 近日，2018年湖南省

“体育新时代”翼腾体育“我爱篮球”青
少年篮球夏令营在省人民体育场开幕。

本次活动由省体育局主办， 湖南
翼腾青少年篮球俱乐部承办， 将持续
到8月18日。夏令营采用台湾教练王尚
智的“台湾教学模式”，将台湾的青少
年篮球教学理论， 与湖南教学经验及
学生特点相结合。除常规训练外，夏令
营还将开展篮球体能训练、趣味篮球、
亲子游戏等项目， 为学员带来丰富的
篮球文化体验。

� � � �7月14日至8月2日，浏阳市第4届三对三篮球联赛火热进行。与其他赛事不
同的是，浏阳的联赛直接办到了乡镇———

篮球下乡，火爆浏阳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 � � � 7月19日晚， 浏阳市大瑶镇李畋广场， 镇上居民参与浏阳市第4届三对三篮球
联赛。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沪上双雄一胜一负

鲁能暂时领跑中超
据新华社济南8月1日电 中超联赛第15轮1日开赛。沪

上双雄一胜一负：上海上港坐镇主场4比1大胜天津权健；上
海申花做客济南虽先入一球，却被山东鲁能3球逆转，后者
暂时领跑中超。

鲁能对阵申花， 新援格德斯代替佩莱与塔尔德利组成
锋线搭档。申花中前场排出登巴巴、莫雷诺、罗梅罗。开场
后，申花反客为主。第36分钟，申花莫雷诺在中场送出远距
离直塞，准确找到前插的登巴巴，后者倚住防守队员、迎着
出击门将，外脚背一拨，皮球弹入网窝。

在上半时补时阶段，鲁能格德斯右路得球，甩开防守队
员下底传中。申花队员忙中出错将球挡入自家球门，为鲁能
扳平比分。

中场休息后，鲁能加强了对莫雷诺的防守强度，用积极
跑动将比赛带入自己的节奏。第55分钟，鲁能突然打出大范
围转移，形成前场2打3局面。金敬道右路得球摆脱防守，横
传门前。 埋伏在申花两名后卫之间的塔尔德利突前冲顶破
门。第83分钟，塔尔德利右路开出低平任意球。金敬道在前
点鱼跃一蹭，皮球飞入球门远角。

在另一场焦点战中，上港主场4比1大胜权健。上港三名
外援均有进球，其中奥斯卡二度建功。权健帕托则打出一脚
精彩的直接任意球破门，技惊四座。

保级区的争夺依然激烈。 排名垫底的贵州恒丰4比3客
胜倒数第三的重庆斯威， 与身前大连一方只差2分。0比3客
负长春亚泰的大连一方，已是联赛四轮不胜，想离开保级区
还有4分差距。其他比赛，广州富力主场4比1大胜北京人和，
送给对手两连败。江苏苏宁1比0客胜河南建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