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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JUMP10
世界街球大奖赛成都站开打

2017JUMP10世界街球大奖赛海选
系列赛成都站5月6日在成都市富力广
场灌篮公园落幕。在总共 64 支参赛球
队中，软柿子队与熬然立勋队脱颖而
出，分别获得本站冠、亚军，他们将代表
成都前往上海参加总决赛。其中，李江、
马鸿勋二人被球探当场选中，直接入选
JUMP10精英训练营。

JUMP10 世界街球大奖赛依托于
“街球圣地”洛克公园成熟的篮球体系
和平台，首届赛事就吸引了来自 12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6 支球队参加。今年的
海选系列赛共有 10 站比赛，成都是第
四站，接下来还有南京、济南、北京、上
海等6座城市。10站海选比赛获胜的球
队将于7月份进行海选总决赛，并从中
挑选32名球员，组成4支中国之队，与
来自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球队同场竞
技，争夺冠军。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卫冕冠军逆转成超新军

上 周 六（5
月 13 日）下午，
2017 年成都城
市足球超级联
赛结束了第六
轮争夺，排名前
两位的四川锦
官城、警官学院高新中和都遇到了联赛
新军强有力的挑战，其中卫冕冠军警官
学院高新中和在主场 2：1 逆转战胜拓
宇青年，比赛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本轮做客警官学院，成超新军拓宇
青年却仅有 11 名队员出征，刚刚凑齐
了一个首发阵容。出人意料的是，在顶
住高新中和开场的猛攻后，拓宇青年出
人意料地取得领先，7号陶星宇一记精
彩的直接任意球打破僵局。但没高兴太
久，拓宇青年就被判罚了一个点球，该
队的黑人门将丹尼尔居然奋力将高新
中和主罚的点球扑出。不过，高新中和
毕竟是经验丰富的江湖“老司机”，他们
趁对方后卫有些分神，由 21 号周宇翔
抓住漏洞扳平比分。上半场结束前，高
新中和再次获得点球机会，23号王登昊
一蹴而就反超比分。

下半场比赛，双方都获得一些机
会，尤其是没有一名替补的拓宇青年，
凭借顽强的作风多次获得扳平机会，却
一一失之交臂。2：1的比分维持到了终
场，但卫冕冠军已经感受到了联赛新军
的冲击波！ 成都商报记者 任志江

国际篮联 3×3 U18 2017 世界杯由国际
篮联授权，中国篮球协会与成都市人民政府主
办，成都市体育局与成都高新区管委会承办，
成都市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协办。

这项国际A级赛事是首次在中国举办，更
是西部地区的首次，这也将是成都打造国际赛
事名城的一次强大展示，助力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的实力体现。

据成都市篮协透露，前NBA球星，4 届最
佳防守球员获得者，绰号“大本钟”的本·华莱
士将助阵6月28日的开幕式，他还将与成都市
篮协达成一系列合作计划。

退役后开办篮球训练营
本·华莱士被底特律活塞队球迷称为“大

本钟”，2000 年悉尼奥运会篮球冠军队成员，
2004 年 NBA 总冠军成员，4 次入选 NBA 全明
星（2003~2006 年），4 次 NBA 最佳防守球员
（2002、2003、2005、2006 年），游戏 2K5 封面人
物，以凶悍的防守、内线统治力、球场的霸气、
更衣室的凝聚力为人们所熟知。

从NBA退役后，大本定居弗吉尼亚州，但
他没有离开篮球。利用自己在NBA的影响力，
他在那里建立了篮球训练营，目前已经拥有了
完善的设施、专业的训练团队以及先进的青训
模式。目前效力于金州勇士的德拉蒙德·格林，
便是师从本·华莱士，他也被视作本赛季NBA
最佳防守球员的最有力争夺者。

大本的得意之作，还有自己的儿女——
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女儿都在篮球方面展现
了惊人的天赋，吸引了众多 NBA 球探的密切
关注。尽管如此，大本仍然严格督促孩子保持
高强度的训练，他希望通过严格有趣的课程
影响青少年，通过标准的训练模式培养优秀
的篮球运动员。

看重中国篮球市场
作为NBA享有盛名的退役球星，本·华莱

士十分看重中国篮球市场。他坚信速度与防守
是篮球场上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他期待能够
来到中国，将先进的篮球思想与坚韧的篮球品
质分享给更多热爱篮球的年轻人。

在之前与成都市篮协的交流中，大本透
露，他希望建立专业的训练中心，同时对中国
的青少年篮球训练员进行系统培训，为中国青
少年提供长期可持续性的篮球训练，让更多的
孩子能够体会到篮球的乐趣，并从中学到人生
的知识。此外，大本也希望能够将优秀的中国
年轻篮球运动员带到美国进行特训，并且寻找
恰当的机会介绍给 NBA 球队，让中国面孔再
次出现在NBA的赛场里。

据成都市篮协透露，大本愿意在中国建
立自己的训练中心，或与中国现有的训练中
心合作，培养优秀的青少年教练员与球员。不
同于其他 NBA 球星蜻蜓点水似的暑期训练
营，大本愿意抽出更多时间来到中国，亲手传
授篮球的基本功给孩子们。同时双语教学的
方式，也能满足家长们对于孩子学习英语的
需求。在大本看来，篮球将教会孩子如何成为
一名有韧性、有血性、有耐心、有团队意识、有
吃苦精神的人。

将作为开幕式嘉宾亮相成都
据成都篮协介绍，本·华莱士计划于 6 月

27日抵达成都，开启为期10天的中国行，其中
在成都停留 4 天。在此期间，大本将受成都市
篮协邀请，出席国际篮联3×3 U18 2017世界
杯开幕式，与参赛球员和成都球迷进行零距
离接触。

此外，大本还将与成都市篮协达成合作协
议，未来将有一系列动作推出。大本希望与成
都市篮协组织成都市及周边地区优秀的篮球
教练员培训，为他们进行为期两天的训练系统
建设的培训，包括训练模式、技战术演练、基础
力量训练以及饮食建议；另外两天，则将为成
都市青少年运动员提供拓展空间，开展中小学
生训练营。

按照本·华莱士方面的意见，目前成都训
练营将限额招收 300 名学生，每 50 名学生为
一组，配备一名本土优秀教练员以及英语辅
导员。每次训练时间为两小时，每期总课程 4
小时，确保每一名学生能够得到本华莱士1个
小时的授课。除成都外，大本还将造访北京、
上海、重庆 3 地，计划各进行为期两天的短期
训练营。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赛事崛起，如
何延长赛事生命力，扩大赛事传播效果
呢？打造赛事地域特色文创产品，将赛
事与城市巧妙融合，丰富赛事内涵，延
伸赛事文化，是一条值得探索的渠道。
此次国际篮联 3×3 U18 2017 世界杯在
文创产品的开发上充满创意，随着赛事
临近，一些文创产品已经给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一直以来，熊猫都给人留下一种憨态
可掬的形象。不过此次比赛的文创产品，
在熊猫形象的使用上有所不同，略显愤怒

的熊猫更具运动气息。
3×3 篮球起源于街头文化，是年轻

人张扬性格的一种释放。在T恤的口号设
计上，“蓉我放肆”、“就是跳占”等成都方
言，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理念。“蓉我放肆”
取成都简称“蓉城”谐音，张扬的 slogan，
巧妙结合成都元素，展现篮球竞技娱乐精
神；而“就是跳占”也将篮球中最常用的

“跳”与成都方言进行巧妙融合，将赛事文
化与方言文化结合在了一起。

除了T恤以外，组委会还推出了手机
壳、钥匙环、运动水壶、运动手环、运动毛

巾等多款产品，每一件产品都充满着赛事
特色。而在限量发售的精品中，创作团队
将川剧、变脸巧妙嵌入，结合每支球队的
特色，推出球队专属设计徽章。

购买方式：
1.关注赛事合作团队微信公众号：灵

感工厂创意车间，然后进入官方微店浏览
及购买；

2. 登 录 www.jd.com 或 登 录 京 东
APP，搜索“上下运动专营店”或“FIBA3×
3 U18世界杯”，即可预定。

5 月 11 日，由成都市教育局、成都市
体育局、温江区人民政府主办，成都市少
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温江区教育局、温
江区体育局、成都市篮球协会承办，成都
市锦冠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温江区成都师
范附属实验中学协办的“2017年成都市第
四届小学生综合运动会篮球比赛”，在温
江区成都师范附属实验学校拉开帷幕。全
市共44支以区、市、县为单位的队伍参与
角逐，其中男、女队伍各为22支。

本次比赛吸引了成都市各区、市、县
学校积极申请承办，成都市教育局、成都
市体育局经过多次实地考察，综合软硬件
水平，最终将比赛场地确定在温江区成都
师范附属实验学校。与此同时，为了进一
步提高教练员及运动员的水平，主办单位
还特别邀请到 NBA 活塞队的助理教练、
世界级投篮大师戴夫·霍普拉，现场进行
投篮基本功的技巧培训。

5 月 10 日，霍普拉来到成都，上午与
金沙小学校队队员互动交流，当晚则在玉
林中学开设篮球训练营，成都市篮协组织
了部分篮球教练员参加培训。霍普拉神准
的投篮，让参与者目瞪口呆，据悉他是多
项世界投篮纪录保持者。11日上午，霍普

拉作为嘉宾参加了成都市四年一届的中
小学生运动会，并在现场为全市的学校校
队队员展示了自己的投篮绝技。

参赛队伍的教练员、运动员对本次比

赛给予了充分肯定。“不愧是高级别的赛
事，比赛场地的选取、赛程的规划以及开
展的活动都很到位”，上一届小学男子组
的冠军、武侯区代表队的教练赵洪锐说。

温江区代表队的队员王一则告诉记者：
“我是六年级学生，马上就要面临升学，在
小学阶段能参加这样级别的赛事，也算是
一个完美收官。如果有机会，我还想继续
打篮球，争取能够进入更高级别的赛事。”

据了解，本项赛事是成都市“体育、
艺术 2+1”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提
高学生的体育素质和人文素养，营造健
康向上的校园育人环境，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打下
基础。主办方也希望学生们通过这样类
型的赛事，能更多地投身到体育项目中
来，在为发展学校体育添砖加瓦的同时，
锻炼出强健的体魄，让健康快乐伴随自
己一生。

5月14日，随着成华女队和金牛女队
的冠军争夺赛终场哨声吹响，为期4天的
比赛落下帷幕。最终，龙泉驿区与成华区
分别摘得男子组与女子组桂冠，武侯区男
队、温江区男队、金堂县女队等 8 支参赛
队伍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4 天的赛程，
158场比赛，参赛队员昂扬的斗志和初夏
成都的气温一样的火热，他们在场上卖力
奔跑、挥汗如雨，演绎着对篮球的热爱。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CRT中网级别联赛
成都赛区首季落幕

5月6日，2017CRT中网级别联赛
成都赛区第一季比赛在成都理工大学
落下帷幕，杨信强、钱帅、安振华分获男
单3.0级、4.0级、5.0级冠军，李瑶、季婧
岚则分获女单 3.0、4.0 级冠军。今年的
CRT在全国9大赛区展开，每个赛区、
每年度都有春季、夏季、秋季和全国总
决赛共4季的比赛，积分最高者可亲临
中国网球公开赛现场，与球星互动。

据介绍，CRT 中网级别联赛是由
中国网协、中网组委会联合打造的一项
具有全国性、专业性、延续性的业余网
球赛事，已办赛 8 个年头。赛事分为针
对普通网球爱好者的“3.0 同乐级”；针
对高水平业余网球球员的“4.0 精英
级”；以及针对准专业水平球员的“5.0
大师级”。每个级别都有男单、女单、男
双、混双四项比赛，同水平选手之间进
行较量，而 3.0 级、4.0 级的选手达到一
定名次，可晋升至上一级。

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所有比赛均
采用信任制（即不设置裁判员这一席
位），但参赛选手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判
断，准确完成自己半场的呼报，体现了
诚信、友好的网球竞技精神。正在成都
理工大学集训的四川残疾人网球队，有
多名聋哑组队员报名参加了本次比赛，
而场边的轮椅组队员为他们助威，通过
手语为他们出谋划策，成为一道亮丽的
风景。 成都商报记者 任志江

排名 球队 胜平负 得失球 积分
1 四川锦官城 6 0 0 33：6 18
2 高新中和 5 0 0 17：5 15
3 成都德驰 4 0 2 18：7 12
4 狮山森林 3 1 2 12：9 10
5 成都怡丰 3 1 2 14：21 10
6 成都腾盟 3 0 1 12：5 9
7 成都拓宇 2 1 3 15：14 7
8 皇家贝里斯 2 1 3 11：13 7
9 UU 1 2 3 7：16 5
10 民建·创世FC 1 0 4 9：14 3
11 温江伟峰 0 0 4 4：13 0
12 成漂FC 0 0 6 3：32 0

民建·创世FC 1：3 成都德驰
高新中和 2：1 拓宇青年
成都怡丰 4：1 成漂FC
四川锦官城 3：1 狮山森林
皇家贝里斯 1：1 UU
成都腾盟 延期 温江伟峰

最新战报

积分榜

2017年成都市小学生综合运动会篮球比赛日前落幕

NBA投篮大师给成都娃娃亲授基本功

用创意丰富赛事内涵 熊猫、变脸元素融入周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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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激战下月激战成都成都

“大本钟”来蓉助阵

今年6月28日，国际篮联3×3 U18 2017世界杯将在成都环球中
心拉开战幕。届时，来自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的40支代表队，约200名篮
球精英球员将汇聚成都，参与18岁组别3×3篮球至高荣耀的争夺。

小选手们一板一眼颇具专业范儿

“大本钟”华莱士

文创
T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