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杀！金牌！黄文威兴奋地躺倒

在地，肖海亮握紧双拳，曾冰强挥舞

手臂，陈功仰天长啸。 也许，你是第

一次听说这些名字，但请记住他们，

因为他们是亚运会首次男子三人篮

球赛的最终王者， 他们是真正的

“草根”篮球力量。

三对三刮起青春风暴

如果你看过三对三的现场，你

一定能体会到这一点， 三人篮球成

为 2020 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为古老的奥林匹克运动注入了新鲜

的青春活力。

相比于五对五， 三对三篮球的

比赛节奏更快，鼓励对抗，每次进攻

必须在 12 秒内完成， 虽然只有 10

分钟，但几乎毫不停歇，攻防转换时

刻变化。不少球员表示，这简直就是

10 分钟的魔鬼无氧对抗。 “虽然只

有 10 分钟，并不亚于一个五对五的

40 分钟。 三对三的对抗更激烈，裁

判尺度会更大， 很多小动作可以忽

略不计，就是要把对抗性，把很激烈

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 同样摘得亚

运会金牌的中国三对三女队球员迪

拉娜·迪里夏提说。

除了激情的比赛， 赛场场地灯

光的设置也更加炫酷， 比赛过程中

时刻播放流行音乐，现场

DJ

频频与

观众互动，让三人篮球更加时尚，更

加符合年轻人的胃口。

普通人的大梦想

“最后已经拼到精疲力竭了，

你们也看到了，差点输掉，最后是凭

着信念从鬼门关又回来了。 ” 黄文

威说。

决赛中， 肖海亮最后拼到换人

时几乎是爬到替补席， 陈功累得只

能通过不停大吼给自己蓄力打气，

当 4 个小伙子在现场展开国旗的那

一刻，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现场一

位媒体同行激动地说， 真的希望他

们能赢，这是真正的草根球员，一路

走来太不容易了。

中国男队的 4 个小伙子尽管有

人有过体校、专业队的训练经历，但

都不是纯职业球员。 这支队伍以

“我要上奥运” 全国三人篮球擂台

赛公开组冠军广东东莞麻涌队为班

底， 现阶段球员们有的是广州体育

学院的老师、 有的是广东工业大学

的学生，有的是当地文体局职工。

没有关注度， 训练枯燥而艰

苦，条件也没法和职业队比，让队

伍更受打击的是，由于主力内线受

伤，1 米 93 的曾冰强成了球队第一

高度，每晚他都要跟身高两米多的

大个对手在内线绞杀。 “是对篮球

的热爱和信念支撑着我们一路走

来，不管对手是谁我们都没想过放

弃。 ” 曾冰强说。

汇集民间力量向上输送

从“草根” 到亚运会最高领奖

台，从默默无闻到登堂入室，没有人

知道队员们背后流了多少泪水和汗

水。在中国，三人篮球拥有雄厚的群

众基础， 街头巷尾的篮球场随处可

见三五成群的篮球少年， 他们踩着

各自偶像的战靴， 怀揣着或大或小

的篮球梦想。 肖海亮他们曾经就是

他们中的一员， 因此这枚亚运会金

牌意义非凡， 它让更多爱篮球的孩

子看到了远方的灯塔。 肖海亮们也

是幸运的，他们登上了“我要上奥

运” 全国三人篮球擂台赛这条带他

们驶向灯塔的船。

作为一项参赛“门槛”非常低的

草根赛事，“我要上奥运” 全国三人

篮球擂台赛与中国国家三人篮球集

训队的组建实现挂钩，这也使得民间

高手真正有了身披国家队战袍参加

国际比赛的机会。 8439 支队伍、

32380 人次参赛 、 约 10000 场比

赛———这是中国篮球协会三人篮球

部部长柴文胜拿出的 2017-2018 赛

季“我要上奥运”全国三人篮球擂台

赛的成绩单。打通“专业”与“业余”

之间的壁垒， 全面调动社会力量，是

中国篮协发展这一项目的思路。

“‘我要上奥运’这个项目给很

多没有走入职业的、喜欢篮球、热爱

篮球的人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很棒

的平台。 ” 陈功由衷地说。 不只是

“我要上奥运” 这样的官方赛事，各

类三对三商业赛事也在中国如火如

荼地开展，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

与。 “三对三在国内越来越全民化

了，很多联赛在举行，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其中，有更多的人关注篮球。全

国比赛中女选手也非常多， 这也让

更多人关注了女篮。 ” 迪拉娜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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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男子三人篮球赛，中国业余球员称王———

中国篮球“草根力量”凶猛

■亚运赛场

据新华社电 中国组合王凡、夏

欣怡在 27 日进行的雅加达亚运会

女子沙滩排球决赛中， 以 2:1 逆转

战胜日本组合石井美纪 / 村上惠，

成功摘下金牌。

比赛过程跌宕起伏， 虽然中国

组合在身高上占据绝对优势， 但技

术细腻的日本队先声夺人， 通过攻

击力极强的发球和默契的配合先下

一城。 王凡 /夏欣怡在第二局减少

失误，把握住一些关键得分，以 21:

19 扳回一城。 决胜局，中国组合没

有再给对手机会，以 15:10拿下。

这是夏欣怡的第二枚亚运会金

牌。上届亚运会，夏欣怡与王凡在决

赛中隔网相对， 最终夏欣怡和搭档

战胜了王凡组合， 因此此次也是王

凡第一次拿到亚运会冠军。

中国组合逆转夺女子沙滩排球金牌

本报讯 记者获悉，2018 年贵

阳市第三季度围棋级位赛将于 9 月

22 日、23 日在贵阳市达德学校举

行，凡在贵阳市工作、经商、务工、学

习的人员，凭身份证均可参加，5 级

以上（含 5 级）报名时须提供原有

级位证书，9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期

间可在贵阳棋院报名参赛。

本项赛事由贵阳市体育局主

办、贵阳市棋类协会承办，比赛分两

天进行：9 月 22 日举行 10 级升 5

级、5 级升 2 级、2 级升 1 级组的比

赛，9 月 23 日举行定级组和 15 级

升 10级组的比赛。定级各组定级率

为 90

%

，其余各组别升级率为 80

%

，

各组别分组比赛、分组录取。

（本报记者）

本报讯 8 月 27 日，2018“翱翔

贵州·国际滑翔伞比赛” 邀请赛暨

六枝特区第六届牂牁江国际滑翔伞

特技大赛举行， 来自土耳其、 意大

利、 瑞士等 20 余个国家近 80 名国

内外运动员齐聚六枝特区牂牁江，

上演为期两天的绚丽空中绝技。

赛事由贵州省体育局、 六盘水

市人民政府主办。比赛现场，不同国

家的滑翔伞运动员身背专业滑翔伞

装备，纵身跃下落差千余米的峭壁，

爬升、滞空、转弯、旋摆……最终落

到江面， 一个个炫酷的滑翔伞技巧

竞相上演，博得现场观众喝彩。

本次比赛期间，还进行了夜郎

文化的文艺表演。 同时，该训练基

地还被授予省级滑翔伞训练基地

称号。 （本报记者 高松）

贵阳市将举行

围棋级位赛

各国选手纵身跃下千米峭壁

六枝牂牁江上演

炫酷滑翔伞比赛

■新闻速递

中国队在夺冠后庆祝 中韩球员在比赛中拼抢

亚运会奖牌榜

金 银 铜

1 中国 86 � 62 � 43

2 日本 43 � 36 � 57

3 韩国 28 � 36 � 42

4 印尼 22 � 15 � 27

5 伊朗 17 � 15 � 15

6 中国台北 12 � 12 � 17

7 朝鲜 12 � � 6 � � 7

8 泰国 9 � 10 �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