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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星、拉拉队、吉祥物
成都球迷享受篮球嘉年华

与去年首届“NBA 5v5”相比，本届参赛
队伍选拔地域更广，32支来自包括香港、台
湾在内全国19座城市的草根精英球队，将分
别在成都、深圳、南京和北京展开分区角逐，
每个城市的冠军和亚军将参加于9月2日和
3日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总决赛，参赛队伍有
机会赢取分区决赛以及全国总决赛共计人
民币近100万元的赛事总奖金。同时，本届赛
事采取单场淘汰模式，一战决胜的刺激交
锋，使比赛更加精彩。

四川的球迷不仅看到了精彩的比赛，还
体验了一次篮球嘉年华。NBA球星、拉拉队
和吉祥物一样不少，主办方还通过 NBA 官
方合作伙伴东风日产、佳得乐、康师傅、蒙
牛、中宏保险、天梭和吾尊等带来的篮球互
动活动设置了种类丰富的礼品，让球迷们度
过了一个充满着篮球欢乐的周末。

作为此次 NBA 5v5 的合作伙伴，中宏
保险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张凯女士表示：“中
宏保险非常高兴成为NBA中国的首个保险
合作伙伴，与 NBA 携手倡导积极健康的生
活方式，并一起点燃人们对篮球运动的热
情。通过赞助‘NBA 5v5’、NBA青少年篮球
发展项目和‘NBA关怀’，中宏将为员工、保
险营销员、合作伙伴以及客户带来振奋人心
的线下活动，将中宏的品牌和理念展现给中
国广大的篮球迷和运动爱好者。”

比赛精彩激烈
戈登为精彩扣篮点赞

经过首日的激烈厮杀，宁夏“High-
light”、新疆“无解”、武汉“洪馆”、北京“SYS”
9日进入成都站冠军争夺战。炎热的下午，无
解队与Highlight队的比赛也进入白热化，在
加时赛阶段仍充满悬念，双方球员没有浪费
任何一次得分机会，比分次第领先。最终，无
解队保持住了微弱优势赢得比赛，Highlight
队则抱憾结束了此次NBA 5v5之旅。

决赛前，埃里克·戈登在“佳得乐一投百
万中场投篮赛”环节尝试了在 NBA 也越来
越常见的超远距离投篮，可惜在30秒内未能
投中一球，陈盼则以2.6秒的极佳成绩获得
佳得乐一投百万成都赛区冠军，晋级全国总
决赛。在“东风日产灌篮大赛”中，许文皓和
李玮顥两名扣将的表现难分伯仲，戈登都给
出了10分，并邀请冠亚军都参与将在上海举
办的总决赛。

夜幕降临，决赛在SYS队与无解队之间
展开。无解队刚刚经历了一场艰苦鏖战，短
暂休息后投入与SYS队的厮杀。SYS队发挥
稳定，两名外援显示出了超强的杀伤力，四
节比赛均轻松领先，最终以79比59战胜了
无解队，获得成都赛区的冠军。戈登向冠亚
军球队颁发了进军将于9月2日和3日举行
的上海总决赛的门票。

全新3x3篮球从成都进步

就在此次国际篮联U18 3x3 2017世界
杯开幕前不久，3x3篮球刚刚成为东京奥运
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来到开幕式现场的国际
篮联3x3项目总干事亚历山大·桑切斯、中国
篮协主席姚明、四川省篮协主席周仕强都表
示，3x3篮球入奥对这个项目来说是一大机
遇和利好。桑切斯表示：“5天的比赛会让全
世界记住成都，入奥的机遇让本届赛事更值
得期待。从成都的U18世界杯开始，大家都
开始为2020奥运会热身。”

由于3x3入奥，中国篮协已开始对此项
目进行布局，比如常设国家队、推出球员注
册制、搞分级联赛、引入民间资本成立联盟
等。姚明指出，3x3篮球给了球员更多发挥空
间，这对基础训练和青少年培养具有很大的
价值。他甚至开玩笑说，如果自己参加3x3篮
球赛，他最想跟艾弗森与阿尔斯通当队友。

在中国，最早成规模且具影响力的3x3
赛事，是2004年由肯德基携手中国篮协创办
的三人篮球赛。2016年，该项赛事已覆盖全
国49个城市、4500所学校、6万支球队、30万

人报名，过去12年间吸引了超过160万青少
年参与。在中国，有很多篮球明星都是通过
3x3比赛，一步一步走上职业生涯的。3x3篮
球入奥对中国篮球运动员来说，也意味着会
有更多球员有机会代表中国队，站在世界杯
甚至奥运会的赛场上。

成都率先布局3x3篮球

据成都市篮协相关负责人透露，早在去
年，成都市政府就以战略性的眼光，把3x3篮
球项目确定为建设国际赛事名城的重点项
目之一，并指导成都市篮协展开与国际篮联
的合作，引入国际篮联成都3x3挑战赛，提前
在成都点燃了3x3篮球的燎原之火。随后，都
江堰国际音乐节·成都3x3篮球公开赛、2017
西部3x3篮球冠军挑战赛相继举行，在成都
营造出非常火爆的3x3篮球运动氛围。

3x3篮球源自街头篮球，是全球最受欢
迎的体育项目之一，拥有 4.5 亿爱好者。可
以预见，随着 3x3 篮球入奥，越来越多的国
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将会越来越重视
3x3篮球的发展，会有更多优秀运动员加入

到这项运动中来。
据成都市篮协相关负责人透露，成都市

体育局已经明确，要对篮球项目实行错位发
展。所谓错位发展，就是在四川省篮协主抓
传统5人制篮球的情况下，成都市大力发展
3x3 项目，把 3x3 篮球打造为成都的一个品
牌，做出赛事品牌，未来几年内争取每年都
有国际赛事，助力国际赛事名城建设。

国际篮联官员为成都点赞

历经4年，从申办到落地，点点滴滴，这
其中充满了萌芽的喜悦、延续的艰辛，也有
坚持与开拓的快乐。这次世界杯的震撼亮
相，再次将成都推向了世界，聚集了全世界
关注的目光。来自西班牙的国际篮联3x3项
目总干事亚历山大·桑切斯也对成都的此次
赛事承办工作给予了极高评价。

桑切斯说：“我们一直所知道的成都，都
是一座很热情的城市。而且我们也知道，成
都一直在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尤其是一些非
常好的赛事。显而易见，成都这座城市的理
念和我们的3x3篮球不谋而合，这也是我们
选择成都来举办赛事的理由。我也坚信这一
赛事会对成都产生积极的影响，是双赢的。”
据桑切斯透露，在选择本届比赛的举办地之
前，国际篮联调研了中国很多城市，也发现
了很多推广3x3篮球的机会。但在研究讨论
后，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成都。

对于本届比赛的举办工作，桑切斯表
示，“非常完美的赛事！完美的选址，完美的
酒店，完美的细节……每天都有很多球迷排
队来看我们的比赛，你可以看到每一名工作
人员在岗位上都非常认真，辛勤工作。这是
我们第一次来成都，比赛虽然结束了，但我
希望这是开始，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在成都举
办更多赛事。”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国际篮联3x3 U18 2017世界杯在蓉完美落幕

成都与3x3篮球，不说再见
7 月 2 日

晚，随着扣篮大
赛的结束，为期
5天的国际篮联
3x3 U18
2017世界杯在
成都环球中心
落下帷幕。

从精彩的
开幕式，到充满
悬念的比赛、连
续不断的绝杀，
再到刺激观众
肾上腺素的扣
篮大赛，5天之
内，成都篮球迷
在家门口感受
到了国际赛事
带来的福利。

从陌生到
喜爱，成都球迷
已 经 爱 上 了
3x3 这个年轻
且极具观赏性
的项目。而据成
都市篮协相关
负责人透露，成
都市体育局已
经明确将 3x3
项目作为成都
市篮球未来重
点的发展方向。

雄起声响彻东郊记忆
NBA最佳第六人埃里克·戈登现身NBA 5v5成都站

关于NBA中国
NBA 中国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 月，主

要管理 NBA 在中国的联赛相关业务。此
前，NBA 于 1992 年在香港设立首个办事
处。NBA 与中国篮球界的合作及交流源于
数十年前，包括 1985 年首次邀请中国国家
队前往美国比赛。

目前 NBA 与中国众多全国及地方电
视台和数字媒体结盟，其中包括与 NBA 合
作 30 年，向全国转播 NBA 赛事的中央电
视台。联盟每年为球迷举办数百场基层篮
球活动、社区活动，并与多家本地及国际
企业建立市场合作伙伴关系。

NBA中国总部位于北京，并在上海、香
港与台北设有办公室。NBA 的授权商品可
以通过各种零售渠道、网络电商及社交媒体
平台购买，包括NBA天猫官方旗舰店、NBA
京东官方旗舰店、NBA微信旗舰店、NBAS-
tore.cn、NBAStore.hk和NBAStore.tw。

2004 年，NBA 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两
场休斯敦火箭队与萨克拉门托国王队的比
赛，使其成为了第一个在中国境内举办比赛
的美国职业体育联盟。2017年国际系列赛的
举办，将使 NBA 在中国举办的赛事数量达
到24场，参赛球队达到14支。

NBA在中国是社交媒体粉丝最多的职
业体育联盟之一，目前在各社交媒体平台有
超过1亿1500万粉丝。

来自北京的战队SYS最终以79比59战
胜了来自新疆的球队无解队，获得成都赛区
的冠军，而两支球队也都获得了进军上海总
决赛的资格，从 2017 NBA 最佳第六人、来
自休斯顿火箭队的埃里克·戈登手中接过了
进军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

首次来到成都的埃里克·戈登在8日赛
后品尝了中外驰名的成都火锅，第二天来到
现场，他对球迷们坦白“吃了很多肉，但不太
敢吃辣”。紧张的比赛间隙，埃里克·戈登与
现场球迷进行互动，并与一名在小伙伴中被
称为“三分冠军”的小女孩进行了比赛，小朋
友因为紧张三投不中，但在戈登的鼓励下投
进了第四球。戈登随后也在全场观众的期待
下，展现了全明星大赛三分球冠军的风采。

刚打完球，意犹未尽的戈登拿起自拍
杆，走到球场各处自拍。球迷们争先恐后挤
进登哥的镜头，登哥则俏皮地用刚学会的四
川话“大家好”，和现场的四川球迷打招呼。

刚过去的 NBA 赛季，戈登迎来了职业
生涯的蜕变。在拿到最佳第六人和全明星大
赛三分球冠军的佳绩之后，埃里克·戈登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下一赛季的目标是拿下总
冠军，并相信火箭队在克里斯·保罗加盟之
后，将持续上赛季的表现，并且有更多值得
期待的全新打法。

对于刚刚加盟火箭队且在夏季联赛发
挥不错的中国球员周琦，戈登也是大加赞
赏。在他看来，周琦非常有天赋，希望他可以
继续保持稳定的发挥。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7月8日，第二届NBA五人制精英篮球赛“NBA 5v5”首站在成都“东郊记忆”火热开赛，
2017 NBA最佳第六人、被球迷称为“圆脸登哥”的休斯顿火箭队球星埃里克·戈登空降现场与球
迷亲切互动。整个活动中，戈登拿着自拍杆和球场各个角落的球迷不停自拍，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吃火锅？
怕辣
对周琦？
寄予厚望

“圆脸登哥”埃里克·戈登接受成都媒体采访 成都商报记者 张士博 摄

戈登与成都球迷玩起了自拍

中国U18女篮与成都球迷激情互动 图据成都3x3官微

每天都有众多成都球迷观战

斯洛文尼亚男队和俄罗斯女队分获季军

中国U18男篮小组赛遗憾出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