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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精英
江北争当球王

本报讯（记者 戴斌） 2019年校园足
球球王争霸邀请赛日前在江北孔浦足球训
练中心举行。本次比赛是江北区发展校园
足球的大型赛事之一，旨在为足球小将提
供更多的参赛机会。与传统校园足球比赛
不同，该项赛事不仅有五人制比赛，还专门
设置了八人制组别，后者更加考验青少年
选手的团队技战术素养。

除了江北区所有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组
队参加之外，比赛还吸引了我市海曙、鄞
州、镇海以及杭州、温州等城市足球特色学
校或青训俱乐部的58支队伍报名，包括绿
城足校、杭州绿城育华桃花源学校、温州实
验小学等比赛，为期6天，共计166场较
量。其中八人制比赛按年龄分为2007-
2008组和2009-2010组，五人制比赛分
为乙组（2009 年 9 月-2011 年 8 月出生）和
丙组（2011年9月1日以后出生），参加八人
制比赛的小球员可同时报名参加五人制比
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2007-2008组八
人制冠军为绿城宁波青训队，2009-2010
组八人制冠军为海曙百旺威视队，温州市
实验小学队获乙组冠军，海曙百旺威视队
获丙组冠军。

本次比赛由江北区教育局（体育局）主
办，江北区校园足球办公室协办，江北区足
球协会、绿城宁波青训基地承办。

青运会暨全国帆船锦标赛
我市水上运动选手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林健）第
二届全国青运会帆船29er级决赛暨2019
年全国帆船锦标赛（49er 级）近日在山东
日照举行，赛事项目分29er和 49er帆船
两项，均为奥运会项目，吸引了来自福建、
广东、浙江等12个省市的120余名运动
员参赛。

宁波市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的陈爱玲等
4名运动员获得青运会帆船29er级男女混
合团体第五名。全国帆船49er级锦标赛
中，由宁波市水上运动训练基地培养输送
的洪伟、张涛获得男子场地赛冠军、长距离
亚军，周志博获得男子场地赛第四名、长距
离冠军，王坚雄获得男子场地赛第八名、长
距离第五名，张朦朦获得女子场地赛第四
名、长距离第四名，陈爱玲获得女子场地赛
第五名、长距离第四名，方昊泽、周航获得
男子场地赛第五名。同时，宁波市水上运
动训练基地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帆
船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周力）我市一
场全新品牌赛事——2019中国·宁波奉化首届“桃
花杯”华夏气排球超级精英赛近日在奉化体育馆落
下帷幕。作为“中国气排球之乡”，奉化的气排球氛
围浓厚，水平国内领先，因此首次举办超级精英赛
即吸引了来自福建、山东、上海以及新加坡等国内
外24支代表队的300余名气排球选手参加。

此次参加比赛的国内球队，都曾在各类全国
性赛事中获得过佳绩，例如最终获得男子中年组
冠军的福建长泰队，就是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
会群众项目气排球比赛的亚军得主。当时获得
全运会群众项目气排球冠军的是浙江队，阵中包
括王国耀、方灵两名奉化籍球员。作为本次超级
精英赛的东道主，奉化中年一队在与众多省级队
伍较量中排名第六。男子中年组亚军和季军分
别是武汉队和上海队。

女子中年组前三名队伍依次是深圳队、奉化
队、连云港队。“现在奉化参与气排球运动的人很
多，不过根据这次比赛的报名要求，必须45岁以
上才能参加。”奉化女队选手周雪丰告诉记者，自
己和队友都不是运动员出身，但是参加气排球运
动已有十余年，“我已经打球12年了，其他队员
也差不多，大家来自各行各业。”

如今，气排球已成为周雪丰和队友们的主要

锻炼方式，她们每周在奉化体育中心进行三四次
训练，也经常一起外出参加比赛。“大家是因为共
同爱好走到一起来的，所以队伍气氛特别好，也
相处成姐妹一样了。除了平时训练，最近我们连
续5个周末都在外面比赛，去象山、平湖、绍兴、
宁海、东阳等地。我们开玩笑说，参加比赛的时
间比和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都多。”周雪丰说。
由于人员相对固定加上训练有素，奉化女队的成
绩相当不错，前年和去年的宁波市气排球联赛，
她们连夺两届冠军。

奉化区气排球协会会长蒋家宏介绍，奉化气
排球起步较早，近年来已多次成功举办了省级、国
家级大型比赛，为推动奉化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升
奉化的知名度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希望能借这次
比赛，为奉化气排球发展铺开崭新篇章，同时让更
多人知道奉化、了解奉化、爱上奉化。”

张小虎是新加坡南洋队的核心球员，他早年
曾是福建省排球队队员。“我们这个队伍组成只
有3年左右，平时做不到定时、定点、定人训练，
而是等报名参加比赛了，大家再约到一起合练
几堂课。”张小虎说，队友多数也是业余选手，

“现在各类气排球赛事很多，我们会选择一些有
特色的赛事报名，然后就实现了一边打球一边旅
游的目的。”

福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第2019082期：07 16 19 22 24 28 02
3D第2019190期：4 6 4
15选5第2019190期：03 05 06 09 10

体彩开奖信息
6+1第19082期：7 4 4 6 4 0 0
20选5第19190期：01 04 09 15 20
排列5第19190期：1 7 0 2 3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中国气排球之乡”
举行超级精英赛
吸引国内外24支队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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