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B14

文 海\南日报记者 王黎刚

灌篮高手 养成记
女子

海口一中女篮六年五次夺全省中学生运动会冠军

在前不久结
束 的 2017 年 海
南省中学生运动
会篮球比赛中，
海口一中女篮队
逆转澄迈中学队
夺冠。这是该队
6 年内第 5 次夺
冠。这个队的球
员都是些什么样
的孩子？她们平
时训练付出了多
少艰辛？球队获
得如此佳绩背后
有些什么故事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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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中的球员(左一、左二）在比赛中。

组队 3 年后省内问鼎

2011 年，在全省中学生运动
会篮球比赛中，组队 3 年的海口
一中女篮队终于品尝到了冠军
的滋味。
海口一中女篮教练籍翠红
说，2008 年开始，海口一中女篮
由她负责组队，她在校内挑选了
一批初三年级的球员。不过，这
些球员大都没有打过篮球，属于
“生瓜蛋子”，要从篮球的“ABC”
练起。为了能尽快达到比赛水
平 ，籍 翠 红 让 队 员 练 技 术 的 同
时，也加大了体能训练，经常一
天三练。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海
口一中女篮开启了“魔鬼训练”
方式，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
曾钰儿来自儋州，对于球队
的大运动量训练，她深有体会。
去年刚入校队的时候，她还想着
训练之余再自己加练一把，后来
她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
籍老师的训练量太大了。最让
球员们“头痛”的是比赛前的训
练，简直是种煎熬。在曾钰儿的
印象中，从去年 9 月到现在，她很
少休息，每天要在球馆里练至少
5 个小时。籍翠红也承认自己有

点不近人情，球队一年四季都在
训练，除了春节放几天假外，球
员们没有休息时间。
2009 年和 2010 年，海口一
中女篮连续两次获得了海南省
中运会篮球赛季军。成绩看上
去不算差，但籍翠红认为球队技
战术生涩，让她一度产生了挫折
感。2011 年的省中运会篮球赛，
海口一中队经过 3 年的打磨，技
战 术 日 趋 成 熟 ，卯 足 了 劲 要 争
冠。那年的比赛省内共 7 支球队
参加，海口一中队在一场关键的
比赛中，艰难地扳倒了老对手海
口实验中学队。与海口一中女
篮争冠的对手是琼海嘉积中学，
那场比赛两队旗鼓相当，比分交
替 领 先 ，分 差 始 终 在 两 三 分 之
间。比赛结束前几分钟，海口一
中队队长符艳婷的大腿被对手
狠狠地撞了一下，籍翠红的心一
下子悬了起来。要是符艳婷因
伤下场，球队能否赢球还真不好
说。顽强的符艳婷带伤继续参
赛，为球队夺冠立下了战功。
2011 年夺冠后，海口一中女
篮确立了省内女篮霸主的地

位。在随后的几年中，她们 4 夺
冠军。
中学的篮球队其实并不好组
织，
球员的巅峰期太短，
在挖掘高
中球员潜力的同时，还要培养初
中球员。海口一中女篮目前有
21 人，其中高中球员 16 人，初中
球员 5 人。为了能把这些年龄跨
度 4 岁的球员们拧成一股绳，籍
翠红狠抓了团队意识。曾钰儿加
盟海口一中女篮后最大的感受就
是球队的团队意识特别好，连吃
饭都是大家一同前往。
球队成立近 10 年，前后三任
校长都非常关心球员的成长。
女篮的球员大都来自省内市县
的贫困家庭，校方在生活方面给
予球员较大的关心，解决了球员
们训练比赛的后顾之忧。在省
内，海口一中女篮可能是出岛参
加全国赛次数最多的学校球
队。每年她们要角逐全国中学
生女篮锦标赛和全国女篮天骄
联盟重点中学篮球赛。多次和
国内高水平中学生女篮队交手，
也提高了海口一中队的技战术
水平和比赛经验。

的是，这次海口一中队没有掉链
子，下半场她们展开了反击。控
球后卫曾钰儿说，下半场大家打
疯了，一名队员连续投进了 5 个
三分球，她全场也得了 14 分。靠
着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团队意识，
海口一中队最终以 63：50 逆转
对手夺冠。
这场决赛在琼海体校球场举
行，在现场观看比赛的海口一中
球迷并不多，
但由于网络直播，
海
口一中的师生们大都守候在电脑
前或在手机上观看。据不完全统
计，
大约有 4000 多海口一中球迷
通过网络关注这场决赛。籍翠红
说，赛前她其实知道不少海口一
中的球迷在观看网络直播，
不过，
由于担心队员们背上包袱，她没
有把这个情况告诉队员。
由于在决赛中表现出色，曾
钰儿赛后返回学校得到了所在
高一年级组的表彰。曾钰儿与

高一年级 1000 多名同学分享了
球队夺冠的过程以及球队顽强
的拼搏精神。
作为一支中学生女篮队，海
口一中队今年有幸和国家少年
女篮在大赛中交手，虽然以大比
分失利，但这场比赛让她们见识
了同龄国手的风采。
曾钰儿说，在今年举行的全
国女篮天骄联盟赛的首场比赛
中，她们就遭遇了国少队。一出
场国少队给她们的震撼就不小，
国少队队员平均身高在 1.8 米以
上，最高的 1.9 米。她们队内最
高的也不过就 1.8 米。第一节比
赛，一中的球员还能和对手抗衡
一下，没有怯场，打出了几次精
彩的配合得分。不过，从第二节
开始，她们就招架不住对方的攻
势了。籍翠红在那场比赛中派
出了所有队员出场，让她们都体
会一下和强队较量的感觉。

两场难忘的比赛
2017 年省中学生运动会女
篮赛和澄迈中学争冠的比赛，在
全国女篮天骄联盟赛上和国家少
年女篮队的交锋，是主教练籍翠
红和队员们最难忘的两场比赛。
澄迈中学女篮是海口一中
队的老对手，这几年省内中学生
女篮冠亚军决赛几次在这两队
之间展开。籍翠红说，上届比赛
海口一中队负于对手 20 多分。
今年，海口一中队有 5 名曾经
的主力球员毕业了，看上去
海口一中队的赢面不大。
决赛前，她和队员们多少都
有些压力。比赛开始前的准
备会上，她没有给队员过多地
讲技战术，她知道队员们早就憋
足了劲要和对手拼一把。开赛
后，双方打得都很拘谨，籍翠红
说，前两分钟两队都没有得分。
上半场比赛结束后，海口一中队
落后对手 5 分。不过，值得庆幸

每天每人
定点投篮 200 个
这几年，海口一中队给人的
感觉是投篮较准，而且人人都是
神投手，在比赛中让对手防不胜
防。但这绝非一蹴而就，她们经
过了枯燥而艰苦的训练，才慢慢
练成了一手中远投的绝活。籍翠
红透露，
自从她接手球队后，
每天
早上队员必须完成 200 次投篮。
这一坚持就是六七年，每个人都
不例外。籍翠红手把手先从投篮
基本动作教起，
然后是固定手型，
最后加强上肢的力量训练。她要
求队员从近距离投篮开始逐渐到
中距离投篮，最后是三分线外投
篮。
“ 每天每个队员要投 200 个，
无一例外。
”
她说。
海口一中女篮的张日薰去年
毕业后，就读于中南大学。身高
1.76 米的张日薰代表中南大学参
加了全国女子大学生篮球联赛，
场均得分 20 多分。难能可贵的
是，张日薰在季后赛 12 场比赛中
共投进 51 个三分球，不但率队闯
入了 4 强，还成为了季后赛的“三
分王”。张日薰从初中三年级才
开始练篮球，
她说，
加盟海口一中
女篮 4 年，
每天都要练 1 个半小时
的投篮，能成为全国女子大学生
联赛的
“三分王”
，
绝非靠撞大运，
完全是苦练的结果。
海口一中女篮从 2011 年至
2016 年，一共有 19 名球员毕业，
她们全部都考上了大学，并且均
加盟了所在大学的女篮校队，都
凭借过硬的技术成为了球队的
主力球员。

比赛休息时间，海口一中队在商
量战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