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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儿童平衡车公开赛
在甬举行

两岁小骑士勇敢完赛
本报讯（记者 邹鑫 文/摄） 11日，全国

儿童平衡车公开赛在宁波市体育中心综合
馆举行，180名2-7岁的小车手参加比赛。
这也是我市举行的参赛运动员年纪最小的
体育赛事。

平衡车没有车链和脚踏，完全靠宝宝自
行滑行前进，是骑自行车前很好的过渡产
品。一岁半的宝宝就可以驾驭平衡车。本
次比赛共设11个组别，每组取前8名。

2岁零3个月的西西半年前开始在妈妈
鼓励下玩平衡车。妈妈王女士说：“这个年
龄的孩子能参与的活动非常有限，小区里很
多小朋友都在玩，我也给西西买了一辆。”考
虑到孩子小，在购买平衡车前，王女士还做
了一番考察，“我仔细观察过，平衡车会让宝
宝有安全感，容易驾驭，会骑了之后很有成
就感，也会更加喜欢户外运动。”

这是西西第一次参加比赛。毕竟年纪
小，她在赛场上有点懵。出发指令下达后，
西西要看看周围的孩子是怎么做的，才敢迈
出步子。赛道九曲八弯，西西很快就迷失
了，前进还是后退，她花了很长时间判断。
进入决赛，爸爸妈妈们的加油声震天响，西
西已经满头是汗，她紧紧握着车把，跟紧前
面的小哥哥一步一步冲向前方。比赛结束，
王女士感叹：“孩子比我想象的厉害。一开
始担心她见不到我会四处找，实际上完全不
会。虽然西西的出发反应慢了点，但跟着模
仿、学习，最终圆满完成了。”

据了解，平衡车在宁波普及迅速，有很
多幼儿园已引进了这一项目。自3月以来，
我市每个月都有不同规格的平衡车比赛。

由于赛程缩紧，对于不少球队来说，11日一天两
赛负荷不小，不过他们都是真正的爱球人，个个顶着
烈日奋勇拼搏。史晓航是余姚金狼制笔队的老板兼
队员，他和同伴们把这一天都泡在了晚报杯的赛场
上。“我们队总共有二三十个成员，都是喜欢踢球的
兄弟。”史晓航说，以前大家零零散散也参加过晚报
杯，“队里个别球员有过足球运动员经历，但大多数
是业余爱好者，我们的态度是在享受足球的过程中
争取最好的发挥和最佳的成绩。”

32强队伍中，最年轻的是JZ情怀队，成员都是
姜山中学学生。“我刚刚毕业，他们都还没毕业呢！”
队长李庆杨说，JZ情怀即是“姜中情怀”。这支队伍
其实是宁波市足球队，球员日常在姜山中学学习和
训练。李庆杨作为一级运动员，通过单招单考将进
入宁波大学读书。“我们队里有几个同学之前也参加

了高中组比赛，现在再次参加成人组，主要是来锻
炼。”李庆杨说。虽然他们“以小打大”，但是队员的
实力不容置疑，小组赛前两轮他们保持全胜。

JZ情怀队的林培，在姜山实验中学读初一时就
入选了宁波市队，现在已是“身经百战”。11日，林培
的爷爷专程赶到赛场为他助阵。爷爷告诉记者，自
己经常看林培的比赛，“最远的时候，坐飞机去广州
看过”。在爷爷眼里，孙子当年的学习成绩也很好，

“初中时考过全年级第一”，但是爱上足球后为此投
入了大量精力。“我以前是反对他踢球的，不过他爸
爸支持。孩子明年就高中毕业了，他现在也是国家
一级运动员，希望明年通过足球项目进一个好的大
学。”虽说爷爷曾经反对孙子踢球，但是喜欢看林培
和队友们生龙活虎的样子。

记者 戴斌

晚报杯成人组32强总决赛开战

学生军“以小打大”两轮全胜

五人制足球赛

部分场次因为台风顺延
根据竞赛规程，进入总决赛的队伍可进行阵容

微调，包括从已经淘汰的各支队伍中调入最多3名
符合比赛资格的队员，最终的优胜者将代表宁波参
加省五人制总决赛。8月8日，为庆祝“全民健身
日”，专程安排了32强战首轮的4场比赛，8支队伍
在位于江北区槐树路290弄的宁波洛克运动中心足
球场捉对厮杀，为节日助兴。

原先计划随后小组赛在洛克运动中心足球场

全面打响，不过由于台风“利奇马”导致球场围
栏倾斜，原定8月 9日全面开始的晚报杯成人组
32强赛日程被迫顺延，第一轮剩余场次及第二轮
的比赛改到11日在市老年体育活动中心进行，原
定12日进行的第三轮比赛在市体育中心笼式足球
场进行。而进入淘汰赛后，八分之一、四分之
一、半决赛、决赛将于16日-18日重新回归洛克
运动中心。

快乐足球是他们的情怀

第十七届“战马·
宁波晚报杯”成人组暨
浙江省五人制冠军联
赛海选（宁波赛区）32
强总决赛，8日和11日
分别在洛克运动中心
和市老年体育活动中
心足球场完成了小组
前两轮的交锋。

晚报杯场外的足球
游戏。通讯员 俞学丰 摄

小骑士们在比赛中争先恐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