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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浓重，萧山炫酷体育的篮球场仍灯火通明，一场篮球赛激战正酣。双

方球员严密防守，奋力拼抢，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从《灌篮高手》中一句“教练，我想打篮球”到姚明那句“现在他们确实比

我强，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打败他们”，无论是动漫还是现实，篮球对大众

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爱好者走上球场，挥洒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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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球！”在大同一村的球场上，俞周
斌运球、转身、后仰跳投，动作一气呵成。

“咣当”一声，球以一个三分球的姿势入
筐，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声。

这是楼塔镇一年一度的篮球夏季联
赛现场。楼塔坊间流传着一句话：巴西的
足球，楼塔的篮球。从中足以看出楼塔人
民对篮球的热爱。而有着20多年“球龄”
的俞周斌就出生于这片篮球的“沃土”、全
国闻名的篮球之乡楼塔。

“篮球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作为
球场上的常客，今年30岁的俞周斌从小
就代表家乡大同一村参加镇里的篮球
赛。“我从10多岁开始参赛，那时我还是
队里年龄最小的球员，现在已经是这个篮
球队的队长了。”

据了解，从20世纪60年代起，以篮
球会友已是楼塔镇村民们一种“家常”业
余活动。在楼塔，家家户户都知道篮球规
则，每个村都有一个篮球队，每年都会组
织篮球赛。

楼塔浓厚的篮球氛围深深影响了俞
周斌，他回忆，自己第一次接触篮球是小
学三年级。“那时教练给我们布置了一个
胯下运球的任务，我两天就学会了，而其
他同学需要花上一周时间。到了小学五
年级，我的三分球命中率很高，开始代表
萧山去参加市里的各种篮球比赛。”

俞周斌的父亲见儿子喜欢篮球，便为
他在家中安装了一个小篮筐。“篮筐是用
一个铁圈、几根木头组装而成的。”俞周斌

说，正是这一个小篮筐，撑起了自己年少
时的“篮球梦”。每次回家，他总是不厌其
烦地在这个篮筐面前练习运球、投篮。

因为喜欢篮球，俞周斌还被特招进了
宁波大学体育系，并加入CUBA（中国大
学生篮球联赛），开启了“技能升级模
式”——接受正规的篮球系统训练。

这些年，凭借着过硬的球技，俞周斌
在不少比赛中崭露头角。比如2011—
2013年代表宁波大学连续三次闯入CU-
BA全国八强；2013年获第十五届CUBA

东南赛区冠军、加冕“东南王”；2019年带
领大同一村篮球队首次在楼塔镇国庆篮
球赛决赛中摘得桂冠，并被授予本届篮球
赛“最有价值球员”奖等。

“篮球最大的魅力在于其蕴含的体育
精神，正如我最爱的球星科比·布莱恩特
在球场上展现的勇于拼搏、永不言败的精
神一样。希望自己可以不断坚持，成为一
个球技超群的人。”俞周斌说，接下来，自
己将继续带领大同一村篮球队，在今年的
楼塔篮球夏季联赛里再创辉煌。

俞周斌：一个小篮筐撑起“篮球梦”

“运球！运球！”晚上6点，在雪狼体
育的室内篮球场，赵奇正吹着哨子，有序
组织8个孩子进行篮球教学。

今年32岁的赵奇来自宁围街道，是
一名篮球教练。“我从小学开始打篮球，那
时体育老师看我天赋不错，就让我加入了
校篮球队。”

到了初中，动漫《灌篮高中》和NBA
（美国职业篮球比赛）愈加激发了赵奇对
篮球的热情。“每次打球之前我一定要看
一集《灌篮高手》，也常常模仿里面的招
式，比如樱木花道和流川枫的运球、投篮
等动作，甚至选的球衣号码也会和他们一
样。”

因为痴迷篮球，自2009年起，赵奇常
常去万向集团的露天篮球场里“蹲点”。

“那时球场还是水泥地，到了夏天下午一
两点特别热，我就已经在那边等着了。一
般等到下午三四点就有球友陆续过来，大
家再一起打到晚上七八点。这样的情况
持续了七八年。”

在赵奇的身上，可以看到一道道明显
的疤痕。这些年，他的鼻梁、手腕、膝盖、
脚踝等部位都受过伤。“年轻的时候身上
总有一股想赢的冲劲，有一次遇上一场篮
球决赛，我的腿还打着石膏，为了球队的
胜利，就把石膏拆了直接上场。”最终，这
支队伍在赵奇的带领下从原本垫底的名
次打到了冠军，他也获得了那场球赛的

“最有价值球员奖”。
“当你在球场上奋力拼搏、挑战自我，

最终进球的一瞬间，那种满足感是无法比
拟的。每当我心情不好时，只要打上一小
会篮球，就会立即‘阴转晴’。”提及篮球的
魅力，赵奇笑着说。

2005年，赵奇成为一名专职篮球教
练，平时教小朋友运球、投篮等基本功。

“我小时候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所以落
下了一身伤。希望自己可以让更多人从
小就接受正确的训练方式来避免受伤。”
抱着这样的心态，他认真教学，教过包括

小学生、初中生在内的学生有四五百人。
“篮球是我一生的热爱。看到这么多

小朋友、大人喜欢篮球，也激励着我继续
磨炼篮球技术，传递篮球所蕴含的体育精
神。”赵奇说。

教课之余，赵奇仍拼搏在“一线”，他
加入了萧山坤元等4支篮球队，常常活跃
在各个球场上。“亚运会越来越近了，作为
本土球员，我希望可以多向大众推广篮球
运动，为营造浓厚的亚运氛围尽一份力。”

今日，第十七届中国大学生棒垒球联
赛总决赛在萧山瓜沥棒垒球场开赛。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来自全国
各地的42支大学生棒垒球队伍1000多
名选手将在这里进行持续41天的比赛。

本届赛事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中
国棒球协会、中国垒球协会主办，浙江省
棒垒球协会、萧山区文旅局、萧山区瓜沥
镇人民政府承办。联赛分体育院校组、高
水平运动组及普通高校组进行。体育院
校组和高水平运动组具有较高的竞技水
平，而普通高校组更强调参赛的过程。

中国大学生棒垒球联赛总决赛是我
国最高水平的大学生棒垒球赛事，中国大
学生棒垒球分会常务副秘书长张健表示：

“把这一全国性的高规格赛事放在浙江萧
山瓜沥棒垒球场举办，一方面是为了促进
浙江省棒垒球运动项目的蓬勃开展，推动
棒垒球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另一方面，作
为集体育赛事、休闲健身、文化娱乐等为
一体的体育综合体，萧山瓜沥棒垒球场不
管从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服务上都达到了
标准。”

赵奇：专职篮球教练教出四五百人

16th Asian Games Guangzhou
2010第十六届2010年广州亚运会

The 16th Asian Games (also known
as the XVI Asiad) is taking place in
Guangzhou, China, from November 12
to November 27, 2010. Guangzhou is the
second city in China to host the Asian
Games after Beijing in 1990.

A total of 42 sports are scheduled to
be contested, making it the bigges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ian Games.

广州亚运会于2010年11月12日-
27日在中国广州举行。广州是中国继

1990年北京亚运会之后第二个举办亚
运会的城市。

广州亚运会设42项比赛项目，是亚
运会历史上比赛项目最多的一届。

TheAsianGames
KnowledgeContest

亚运知多少

1. Which Asian Games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mascots?

哪一届亚运会吉祥物数量最多？
2. When was tennis first incor-

porated into the Asian Games？
网球在第几届亚运会上首次成为正

式比赛项目？
3. What’s the third city in

South Korea to host the Asian
Games?

韩国第三座承办亚运会的是哪个
城市？

4. What are the three co- host
cities of the 2010 Guangzhou Asian
Games?

2010年广州亚运会设有哪三个协办
城市？

5. Who is the winner of the
"Best Athlete" award of the 14th
Asian Games Pusan 2002？

第十四届2002年釜山亚运会“最佳
运动员”奖项获得者是谁？

Answers：

1. 16 答案：16
2. 3rd Asian Games Tokyo 1958
答案：第三届1958年东京亚运会
3. Incheon 答案：仁川市
4. Dongguan, Foshan and Shanwei
答案：东莞、佛山和汕尾
5. Japanese swimmer Kosuke Kitajima
答案：日本游泳选手北岛康介

第十七届中国大学生
棒垒球联赛总决赛

在萧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