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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3 月 24 日下午，云南省

审计厅与我校共建“云南省数据业务

审计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致远楼 506

会议室举行。省审计厅副厅长谢健、

我校副校长陈红出席仪式，仪式由我

校信息学院院长余建坤主持。

　　陈红介绍了我校近年来在师资

队伍建设、学科发展等方面取得的

显著成效，对云南省审计厅长期以

来对我校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

感谢。他指出，云南省审计厅与我

校是厅校合作单位，多年来合作双

方在人才培养、课题研究等方面均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云南省审计厅

有海量的基础数据资源和丰富的审

计的实践经验，我校有丰厚的人才

底蕴，中心的建立将进一步把双方

优势有机结合，实现强强联合。就

中心今后的工作，他建议从效率审

计、精准审计、主动审计、实时审计、

多功能审计和安全审计等六个方面

进行突破。

　　谢健认为，中心的成立是基于多

年来厅校合作取得成效之后的一个结

果，是建立在双方的信任基础之上的。

他用“一叶障目”等成语描述了审计

工作目前遇到的一些挑战，提出审计

工作要做到三个并行：人机并行，以

机为主；现场审计与非现场并行，以

非现场分析数据为主；时点与非时点

并行。他表示，审计厅有全省所有行

业的经济数据，传统的手工审计模式

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的审计工作。结合

云南财经大学大数据研究院，依托“云

南省数据业务审计研究中心”，他希

望一方面凝练出一些可复制可用于教

学的案例，另一方面形成一套宏观治

理的机制，为省委省政府的决策提供

帮助。

　　余建坤对多年来厅校合作中信

息学院所开展的工作进行了介绍，

对中心成立之后的人员配备情况进

行了说明。学校科研处处长费宇对

学校科研工作，尤其是大数据研究

院的工作进行了介绍。

　　成立仪式最后进行了“云南省

数据业务审计研究中心”揭牌。云

南省审计厅人事处处长魏春华、计

算机中心主任杨俊、副主任何莉，

信息学院党委书记赵昆，副院长吴

晓松、曾志勇、赵成贵，党委副书

记林明辉参加仪式。信息学院

　　本报讯　3 月 18 日下午，伴随着

全场志愿者集体合唱《中国青年志愿

者之歌》，由校团委、校青协联合主

办的我校首届志愿者年会在荟华广场

落幕。本次年会以“青春志·愿同行“为

主题，旨在总结我校青年志愿者工作，

集中展示我校青年志愿者的风采，进

一步向广大师生传递“人人都是志愿

者”的理念、号召广大师生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积极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中来，一

起“做好事做善事做志愿者”，共同

为建设文明校园、和谐社会贡献自己

的力量。

　　志愿者们以舞蹈、演练、手语、

合唱等多种方式演绎志愿生活，讲

述志愿故事，展示志愿者风采。其

中，《南博梦，共飞扬》以还原南

博会志愿服务现场的方式向观众展

示了大型赛会的必备志愿礼仪，节

目幽默诙谐、寓教于乐，节目中还

进行了一场精彩的第四届南博会志

愿者模拟面试，台下观众们积极参

与，现场学习志愿者礼仪，争当第

四届南博会的志愿者。

　　在场志愿者表示，此次年会很

好地传播了志愿文化，能够促进志

愿者间的交流，同时也让更多人了

解志愿者的工作，听到志愿者的声

音。在谈到对志愿者的印象时，一

位同学说：“志愿者是无私的非常

有爱心的，希望我们的志愿者在这

种没有任何物质回报的情况下能够

一直坚持下去，希望所有高校的志

愿者能够一起坚持把志愿服务做下

去。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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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成功举办第十八届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西南赛区）
校男篮获得历史最好成绩第五名，成为云南地区首支进军全国赛的男篮队伍

　　本报讯　3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

第十八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

赛（西南赛区）在我校举行，经过 8

天的激烈角逐，中南大学包揽男女

组冠军。西南赛区男女组前六名的

球队都将参加 CUBA 全国赛。我校

男篮获得历史最好成绩第五名，成

为云南地区首支进军全国赛的球队。

我校作为承办单位获得“突出贡献

奖”。

　　3 月 25 日 下 午， 第 十 八 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西南

赛区）开幕式在我校南院体育馆主

馆举行。来自西南赛区八个省、直

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的 16 支男篮代表

队和 12 支女篮代表队的运动员和裁

判员在白族霸王鞭舞的表演中入场

亮相，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我校

党委书记郭五代为开幕赛开球，开

幕式由赛区组委会主任、我校副校

长王晓萍主持。

　　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宋光兴致

辞。他表示，青年大学生身心健康、

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充满活力，

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体现，是

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他希望

通过此次赛事的举办，带动更多大

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

　　校长熊术新致欢迎辞，他表示，

今天是云财的主场，也是所有来参

赛大学队的主场，“这是你们青春

的战场。”他代表学校向青春致敬，

向生命致敬。他表示，我校将竭尽

所能地为大家提供良好的赛事服务

和后勤保障，努力让大家尽情享受

篮球运动的快乐。

　　杜斌、杨晓龙分别代表运动员和

裁判员庄严宣誓，中国大学生体育协

会专职副主席王钢宣布比赛开幕。

　　本届比赛，我校男篮一路披荆

斩棘，在小组赛中连续战胜贵州师

范大学队及老对手云南师范大学队，

但不敌卫冕冠军中南大学队，以两

胜一负的战绩位列小组第二。在 1/8

决赛中力克广西师范大学队，挺进

八强。虽然在 1/4 决赛时与武汉理

工队狭路相逢，遗憾落败，无缘四强，

但在接下去的排位赛中先后战胜电

子科技大学队与湖北工业大学队，

取得历史性突破，斩获本届 CUBA

（西南赛区）第五名的历史最佳战绩。

　　 校 长 熊 术 新 对 我 校 男 篮 在

CUBA 期间的表现表示肯定。他称

赞男篮队员的精神状态、球场风格、

以及竞技品德都给云财人作出了很

好的榜样。“赢球不仅仅是靠球技，

背后也蕴含着他们的智慧、体力和

汗水。”他表示，男篮们此次打入

CUBA 西南赛区五强，不仅打出了

云财的高度，也打出了云南的高度，

更重要的是使云财人感受到体育的

力量，收获欢乐和喜悦。

　　4 月 1 日 晚， 第 十 八 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西南赛区）

在我校体育馆主馆举行闭幕大会。

闭幕式前，男女组分别进行了冠亚

军争夺赛，中南大学的男队和女队

凭借各自默契的配合、稳定的发挥

双双强势夺冠。

　　根据比赛结果，西南赛区男女

组的前六强的球队将在 6 月参加全

国赛，男篮前六强分别是中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重庆文理学院、武

汉理工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和湖北

工业大学。女篮前六强则是中南大

学、四川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科技大学和广

西大学。

　　男队最佳教练员为中南大学白

江、湖南师范大学唐万科，女队最

佳教练员为中南大学孙大虎、四川

师范大学李晓霞；宋光兴、杨晓红

分别为男子、女子冠军队颁奖；谢

昌浩、陈红分别为获得本届比赛男

子 MVP、 女 子 MVP 称 号 的 中 南 大

学队程天豹、于红俊颁奖。

　　2015 年 11 月，中国大学生体育

协会批准我校承办第十八届全国大学

生篮球联赛（西南赛区）后，我校立

即成立 CUBA 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校

长熊术新对领导小组作出批示，副校

长王晓萍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校党委

委员、校长助理、工会主席葛长敏和

体育课教学部主任杨贵军共同担任领

导小组副组长。CUBA 筹备工作组分

为秘书组、宣传报道组、后勤保障组、

财务组、安全保卫组、医疗保障组、

竞赛组、场地器材组等小组。本次比

赛的各项事宜及安排由各职能部门制

订时间表，从而有序推进工作。王晓

萍表示，在后勤保障方面，学校尽最

大的努力给运动员、裁判员提供了优

质的食宿和服务。

　　据了解，比赛期间的安保人员由

我校安保公司的 50 名安保人员、云南

警官学院的 50 名预备警察及 30 名校

园安保志愿者组成，主要负责安检口

的秩序以及比赛场地内的秩序维护。

医疗组则由校医院的全体医务人员组

成，采取轮流值班制来应对突发情况。

此外，由上百名学生志愿者组成的场

地组和接待组，每天需负责保证场馆

里的器材、卫生和服务以及全程陪同

所有运动队员，跟队接待。

    本届男子 MVP 程天豹表示，“云

财的校园很美，同学们也特别热情，

吃住安排很满意，云财留给了我一

份美好的回忆。”云财记者团

　　“我希望他们可以取得最好的成

绩，为财大争光，最好进入全国十强，

最好拿个全国前三名。”我校黄博同

学此时的语气非常兴奋。3 月 31 日下

午 13:00，我校男篮在南院体育馆主馆

以 81-75 战胜对手，成为云南地区史

上第一支打进 CUBA 全国赛的球队。

　　尚未过完年的 2 月 15 日，篮球队

的队员们就提前结束假期返校开始了

集训，每天待在球馆八九个小时，除

了吃饭、睡觉就是训练。大一的队员

朱红宇说：“尤其是到 CUBA 比赛的

前一周，我们有一天甚至吃晚饭都是

在体育馆里吃包子、香蕉、喝牛奶，

随后又开始训练。”高强度和经常性

的训练给球员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增

进了队友的感情，使得彼此能够团结

一致。“这次比赛的结果是在意料之

中的，这是我们正常的水平发挥。”

我校男篮的队长杜斌告诉记者。在平

时，球队通常从每天早上 6 点半开始

训练，首先以体能和耐力为主，先跑

3000 米 的 长 跑， 紧 接 着 再 来 5 次 或

者更多的 400 米短跑。以上的训练都

是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尤其是

3000 米的计时跑，每超出 5 秒就要多

跑一次 400 米。周六则全天训练，周

日调整自身状态，开始准备下周的训

练。正是由于日复一日的坚持训练，

才让他们在球场上展现出最好的状态。

　　我校于 2009 年组建了高水平男

子篮球队，建队以来一直坚持“严密

组织、规范管理、科学训练、狠抓作

风、争创第一”的办队宗旨，多次取

得 CUBA 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赛区

选拔赛亚军。在第十六届 CUBA 全国

大学生篮球联赛西南赛区中获得第六

名，在第十七届、十八届 CUBA 全国

大学生篮球联赛云南赛区选拔赛中获

得冠军。球队现在正处于一个新老交

替的情况，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在这次

比赛结束之后，年轻球员能不能迅速

成长起来，使成绩继续保持相对稳定。

“我们打出了自己的风格，既是在比

赛，也是在享受比赛。”参加了四届

CUBA 比赛的老队友李珂说，“男篮

今年有大一新球员的加入，他们成长

得比较快，我们在这次比赛时可以有

替换，极大地缓解了首发球员的疲劳。” 

球队良好的表现也得到了众多校园球

迷的支持和鼓励。我校外教 Brendan 观

看了云财男篮的每一场比赛，“如果

有机会，我一定会到全国赛的现场继

续为他们加油喝彩。”金融学院马忠

丽同学也表示，“我们学校球员们的

配合越来越默契，后卫、中锋及前锋

都配合得很好，打全国赛时，希望他

们能顶住压力，好好比赛，放开打。”

　　本届西南赛区的比赛，我校男篮

一路披荆斩棘，在小组赛中连续战胜

贵州师范大学及老对手云南师范大学，

以两胜一负的战绩位列小组第二。在

1/8 决赛中力克广西师范大学队，挺

进八强。虽然在 1/4 决赛时不敌武汉

理工大学，无缘四强，但在接下来的

排位赛中先后战胜电子科技大学队与

湖北工业大学队，取得历史性突破，

斩获本届 CUBA（西南赛区）第五名

的历史最佳战绩。作为东道主，一路

走来，他们感受到了来自观众、学校

和粉丝们的热情和压力。“为了缓解

压力，我作为教练，不断地鼓励队员

要相信自己的实力，要敢打敢拼。我

们一直奉行‘赢球是队员的，输球是

教练的’的信条”，我校男篮主教练

朱海营说道。在赛场，运动员需要时

刻调整自己的状态和作战方略去掌控

球场变化多端的局势。 “其实每个球

员心里都有目标，期待有一个好的表

现，想要打好每一场球赛，拿到好的

名次。全国赛，我们的目标是争取进

入全国 12 强。”记者　刘子宏　邓月

我校举办首届志愿者年会
　　本报讯　近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对

征集到的 1181 件诤言进行了评选，通

过初选、初评、终评、公示和审定，决

定对 30 件诤言授予云南诤言奖，对 16

人授予云南诤言参与奖。我校刘尓思老

师的《关于云南边境热区蔗糖产业发展

的建议》和赵晓红等老师的《科技助推

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被授予

云南诤言奖。

　　这是刘尔思老师再次获奖，2014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从 2013 年度征集

到的 515 件诤言中最终审定 30 件诤言

授予云南诤言奖，刘尓思的《全面推动

钢铁、水泥等建材产品下乡 努力扩大

内需的建议》被授予云南诤言奖。

　　云南诤言奖旨在鼓励省内外、国内

外各界人士和组织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

提出意见、建议，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

批评，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促进

富裕民主文明开放和谐云南建设。获奖

诤言由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证书和一定

数额的奖金。科研处

我校教师的建议获云南诤言奖

云南省审计厅与我校共建云南省数据业务审计研究中心

 下一站：全国赛！

体育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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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西南赛区）

的赛场上，活跃着这样一些球员，他们

意识出众，球技过硬，是球队中不可或

缺的灵魂人物，对比赛走势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他们勇于拼搏，决不放弃，

犹如一阵阵青春的旋风，释放出惊人的

能量。本期，校报记者采访了其中一部

分优秀球员，带领读者感受他们的青春

风采，了解他们与篮球相伴成长的励志

故事。

青春能量 盛放赛场
　　脚步迅捷，身法灵活，总能甩开

对方球员的封堵夹击取得突破，也能

抢断后一条龙上篮得分，内突外投均

有斩获……在本次比赛中，我校男篮

5 号球员罗玺以全面抢眼的表现点燃

了主场球迷的热情，为球队最终进军

全国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罗玺，身高 188cm，来自旅游

与酒店管理学院，司职校队得分后

卫，在我校与中南大学队的比赛中得

到 18 分，与贵州师范大学队的比赛

拿到了 22 分，与云南师范大学队的

比赛更是斩获了 29 分的队内最高分。

　　罗玺曾获得第十六届 CUBA 西

南赛区“得分王”称号，他的爸爸是

篮球教练，这直接影响了他的篮球生

涯。罗玺在念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

篮球，从接受正式训练至今，已有

10 余年。在多年的篮球生涯中，他

受过的伤数不胜数，最严重的一次肩

膀拉伤，让他不得不休养了半年之久。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放弃篮球。打

篮球让我结识了很多人，也培养了我

的意志。”谈到进入校队的经历时，

罗玺说：“高中的时候，我代表普洱

市参加了云南省青少年锦标赛，被云

南财大的教练看上了，可能他觉得我

还可以吧。”

　　在与中南大学对决落败之后，罗

玺认为，与实力很强的队比赛，虽然

输了，但能学到很多。与首场比赛相

比，队员之间的配合也慢慢变好。即

便队员们刚开始有分歧，也很少互相

埋怨。“还是要按照教练的布置来打。”

接下来的淘汰赛，罗玺认为还是要注

重训练质量，尽快找回自己最好的状

态。

　　谈及比赛中令自己印象深刻的

事，他笑得有些羞涩：“应该是球迷

们的加油鼓劲吧。很感谢他们的支持，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要争取不辜

负他们的期望。”

内敛大男孩点燃主场

罗
玺

　　记者团　刘丹妮 / 文　袁紫薇 / 图

　　接连的妙传，犀利的突破上篮，

超高弧线三分命中……在 3 月 28 日

下午云南师范大学女篮对阵四川师范

大学女篮的比赛中，一道迅捷的身影

闯入了观众的视野，她就是四川师范

大学女队 12 号球员陈姝霏，娇小的

身体，却有着超强的力量。

　　陈姝霏，身高 160cm，1995 年

出生于四川宜宾市，司职小前锋 / 控

球后卫，曾获 2015 年第十届中国大

学生女子篮球超级联赛 MVP。

　　“小学三年级时，我就开始接触

篮球了，那时体校的篮球教练来选球

员，一开始并不看好我。他看我身材

矮小，不适合去打篮球。”陈姝霏

说。然而，在接下来两个月的训练期

里，她却以优异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的

认可。

　　赛场上的她，好强不服输，雷厉

风行绝不输任何人，面对对方的严防

死守，她总能突破上篮得分。而生活

中的她，也有着普通女孩的可爱，面

对记者的采访时，不时露出娇羞的微

笑。

　　前四轮比赛中，四川师范大学女

队均获胜，战绩辉煌，陈姝霏在其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此她却谦虚地

说：“这几场比赛，我状态不是很好，

希望接下来的比赛能好好发挥，为球

队作出更多的贡献。”

　　在童年本该无忧无虑的时光里，

陈姝霏却过着另外一种枯燥疲累的生

活。“这十多年中，其实我有无数次

想放弃篮球，就是觉得累，坚持不下

去了。可是转念一想，篮球毕竟陪我

走过了那段美好的、不同常人的年少

时光，既然当初坚定地选择了它，现

在就不能轻言放弃。自己选择的路，

就算再苦再累，终归也要把它走完。”

　　从一开始根本不懂篮球是什么，

到熟悉了它的陪伴，篮球已经成为陈

姝霏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始

终坚持着自己的篮球信念，把它转化

为继续前行追梦的不竭动力。

一不小心跌进了篮球圈
　　　　记者　孙高飞 / 文　邵有福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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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经意的出手，随时爆发的突破，

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将“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诠释得淋漓尽致……在 3

月 29 日下午结束的一场 1/8 决赛中，

武汉理工大学队 14 号李小鹏和队友

配合默契，助球队顺利晋级八强。

　　李小鹏，身高 178cm，1994 年

出生于河南省济源市，在球队中司职

组织后卫，截至 3 月 30 日中午，李

小鹏的抢断总数与助攻总数在 CUBA

的官网的数据统计中位列西南赛区第

一名。

　　“最开始接触篮球是在我小学一

年级的时候。”李小鹏回忆道，那时

的他因为身体素质较差，被家长送去

体育俱乐部学习篮球，“一开始是家

长逼着要去，后面慢慢就真的喜欢上

了篮球，现在我打篮球很 high，会

上头，有时候连教练交待的战术都会

抛之脑后。”李小鹏这样描述他“燃

血”时候的状态。

　　曾经的一次比赛中，李小鹏从空

中摔下，伤到了膝盖，这是他受的最

重的一次伤。当时医生的建议是让他

放弃打球，但是他始终不愿就此止步，

换了一家又一家的医院，动完手术，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恢复。期间，他仍

坚持上肢的练习，不肯懈怠。感觉走、

跑都没有问题的时候，他重新回到了

球场。

　　练了 7、8 年的基本功，在球场

上的李小鹏自信、张扬，生活中的他

就是一个移动的“气氛调节器”。李

小鹏说，“其实我在队友面前还是挺

逗的，熟人面前我能放得很开。”

　　 李 小 鹏 已 经 连 续 打 了 五 届

CUBA，这是他最后一次参赛。值得

一提的是，他的妹妹目前也在河南大

学参加本届 CUBA 的比赛，位置同

样是后卫。谈及今后的打算，李小鹏

表示，目前他正在尝试转型，此前的

他一直是队里的得分后卫，现在调整

为组织后卫，要掌握好比赛的节奏，

增强对比赛的控制能力，这让他感受

到些许压力。“可能今后会倾向于在

学校当篮球教练。”这是李小鹏继“做

一个好的组织后卫”后更长远的打算。

生命因篮球而热血
记者　陈依玲　徐华凌 / 文　张楠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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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风车”惊艳亮相，飞跃三人

诠释激情，以及身体旋转 360 度后

漂亮地将球扣入篮筐……在 31 日晚

举行的CUBA西南赛区扣篮大赛中，

我校男篮 12 号林景元展现了惊人的

弹跳力，多次引爆现场，获得评委满

分评价，并最终荣膺“扣篮王”。

　　 林 景 元， 身 高 191cm，1993

年出生于云南省文山市，在球队中

司职小前锋。曾当选 2011 年 CUBA

选秀状元，并在 2015 年第十七届

CUBA 单项挑战赛决赛中，蝉联扣

篮大赛的冠军。截止到 3 月 31 日，

林景元在本届 CUBA 西南赛区的比

赛中，场均得到 17.6 分，抢下 7 个

篮板，贡献 2.8 次抢断。

　　“其实我不是从小打篮球，我之

前是练田径的，到了高中，因为身边

的同学都在打篮球，我才开始接触，

但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林景元

笑着说。从开始进行篮球训练，他就

将征战 CUBA 当成自己的目标，并

成功进入我校高水平男子篮球队。

　　在比赛和日常的训练中，伤病在

所难免，最严重的一次，他的膝盖髌

骨骨裂，由于坚持随队训练，伤病反

反复复，这对他现在的比赛发挥还会

有一定的影响，但因为热爱，他一直

坚持着。每当比赛中球队陷入得分荒，

找不到突破口的时候，他总能通过自

己犀利的突破，稳定的中远距离投篮

帮助球队重新掌控局面。

　　这个球场上的霸气少年，在生活

中却是随性且不拘小节的。我校男篮

队长杜斌告诉我们：“林景元生活中

很随性，每天早上叫他起床要叫十多

次，他才会起来，是那种很需要我们

照顾的人。”

　　在谈到比赛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

事情时，林景元略显腼腆的笑道：“主

场作战，球迷真的很热情，他们的热

情就是我们在赛场上的动力。”本届

CUBA 联赛是林景元最后一次参赛，

他也期待着可以与队友们共同努力，

帮助球队取得新的突破。

“扣篮王”尽现青春荷尔蒙
记者　王潇 / 文　孙子立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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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线外，机敏地绕过防守，双

手高举，纵身一跃，伴随着一道漂亮

的弧线，球准确无误地直奔篮筐，

命 中 得 分 ……3 月 27 日 下 午， 在

CUBA 男子 D 组小组赛西藏民族大

学队对阵云南师范大学队的比赛中，

西藏民族大学 12 号球员嘎玛——这

个被队友称作“小库里”的藏族大男

孩以 7 记远投三分引爆全场，也让

观众记住了他。

　　 嘎 玛， 身 高 181cm， 体 重

74kg，1994 年出生于西藏民族自治

区，在球队中司职大前锋。虽然是第

一次参加 CUBA 的比赛，但他在赛

场上却表现得十分出色，丝毫不觉紧

张。

　　“第一次打篮球是在我 11 岁的

时候，那时还在念小学，根本不懂篮

球是什么，纯粹就是小孩子之间的瞎

玩。”谈及自己初次碰球的经历时，

嘎玛这样描述：“我当时拿着篮球只

觉得它摸起来有点滑，有点重。”从

起初的不经意，到后来的难以割舍，

嘎玛慢慢对篮球产生了狂热的喜爱，

也逐渐成长为今天的球队“小库里”。

从高中开始，嘎玛就是篮球校队的主

力球员，因为球技高超，进了大学又

很快被招入了校队。嘎玛最崇拜的球

星就是库里，说起他，嘎玛满脸都是

掩不住的兴奋，“库里投三分特准，

简直统治了 NBA ！”

　　球场上挥洒自如的嘎玛在生活中

却是个十足的宅男，面对记者的采访

总是露出羞涩的笑容。他平常没事的

时候就喜欢听听歌、上上网，其余时

间都一门心思地扑在训练中。作为

CUBA 赛事中的新人，嘎玛说自己

进步的空间还很大，他立志向自己的

偶像看齐，不辜负自己西藏民大“小

库里”的称号。

西藏民大的“小库里”
记者　罗明珠 / 文　陈丽香 / 图

嘎
玛

　　迅捷的身影，中线漂亮的三分，

能迅猛地切入对方篮下得分，也会在

投球未中时发出“哎呦”的惋惜。然而，

在赛场上的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一把

“尖刀”，时刻准备着冲锋陷阵，撕

破对方的防守，为队友赢得机会。他，

就是中南大学男篮 9 号球员彭嘉欣。

在本次 CUBA 西南赛区的比赛中，

他所在的中南大学队一路过关斩将杀

入决赛，并最终实现卫冕，他在其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彭嘉欣，1993 年 5 月出生于湖

南株洲，身高 194cm，体重 95kg，

高中毕业于篮球名校长沙明德中学，

目前为中南大学研一学生，校男篮 9

号球员，司职得分后卫。他曾以 62

分打破 CUBA 单场得分记录，还获得

过 2014 年 CUBA 西南赛区 MVP。

　　 彭嘉欣接触篮球比较晚，高一

才开始接受正规训练。因为个头比较

高，在同学之中显得“鹤立鸡群”，

上体育课时便被老师一眼看中，选入

篮球队进行训练，从此与篮球结下了

不解之缘。

　　“大一刚进队的时候，我们的

训练时间比别的队伍花得多，每天 6

点多就要起床，一天三练到四练。晚

上就在场馆打地铺，醒了就练，累了

就睡，除了睡觉就是篮球。起初真的

很想放弃，但队员们经常相互鼓励，

慢慢地就坚持了下来。” 多年的篮

球生涯让彭嘉欣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

2014 年第十六届 CUBA 西南赛区的

比赛中夺冠，“比赛打得很辛苦，却

很值得！”

　　“我打球比较有节奏感，喜欢冲

锋陷阵。”彭嘉欣认为打篮球是一件

快乐的事情，他很享受比赛，在球场

上总是以微笑面对输赢。谈及对今年

全国赛的期待，彭嘉欣表示，他们会

继续加强集体防守，发挥速度优势，

争取进入全国前四。

赛场上的一把“尖刀”
记者　罗明珠 孙高飞 / 文　贾舒奕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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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以涓涓汗水，换你最佳体验
记 CUBA 赛事幕后工作人员

云南财经大学篮球队风采
  

男篮风采：

    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我校于 2009 年组建了高水平男子篮球队，这

支队伍年轻而富有朝气 , 建队以来一直坚持“严密组织、规范管理、科学训练、

狠抓作风、争创第一”的办队宗旨，多次取得 CUBA 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赛

区选拔赛亚军。在第十六届 CUBA 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西南赛中曾获第六名，

在第十七届、十八届 CUBA 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云南赛区选拔赛中获得冠军，

球队的发展呈稳步上升的态势。在本届 CUBA（西南赛区）中，我校男篮以

西南赛区第五名的成绩出线，并将参加全国赛。这是截至目前，我校男篮在历

届 CUBA 赛事中取得的最佳战绩。

女篮风采：

    2003 年，经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招生委员会审查，我校被批准为试办

高水平女子篮球队的试点院校，并于同年开始向全国招收篮球特长学生，正式

组建高水平女子篮球队。组建后的高水平运动队在参加全国和地方的各类比

赛中成绩斐然，取得了一系列优异成绩，分别获得第六、七、八、九、十届

CUBA 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云南赛区选拔赛第一名，并获得第九、十届西南

赛区第三名，第七届全国大学生篮球赛总决赛第十四名。

　　第十八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西南赛区）比赛自 3 月 25 日在我校开

幕，历时 8 天，于 4 月 1 日圆满落幕。期间，我校的相关工作人员付出了辛勤的汗

水，他们的认真敬业和精准到位是比赛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他们不像运动员

那样在赛场上引人注目，但同样值得你我为之喝彩。

　　“CUBA 比赛期间，我每天的睡

眠时间都不到六个小时，早上要在第

一场比赛开始前一个半小时到达自己

的工作岗位，晚上要在最后一场比赛

结束后才能离开。我的一整天都在体

育馆里度过。”物流学院物流 15-1 班

谭辉同学说。作为我校青年志愿者协

会的一员，他参与了本次比赛的安保

工作。

　　据我校校园安全管理科副科长徐

鹏老师介绍，为了保证安保工作的正

常进行，我校保卫处的 25 名干部职工

全部都动员起来了，辖区的公安机关

也派了警力支持。除此之外，校青协

还安排了 50 名志愿者参与安保工作，

主要负责安检口和比赛场地内的秩序

维护，一个安检口在高峰期时需要 4

名志愿者，平时则有 2 名。在开幕式

和闭幕式上，现场保证有 50 名安保人

员，云南警官学院还增派了 50 名同学

协助安保工作。在赛程激烈的顶峰时

期，达到 200 人负责安保工作。

　　本次比赛中，校青协共从各家学

院抽调了 170 名志愿者，各分成 5 个组，

除了安保组，还有竞赛组、宣传组、

场地组和接待组。其中竞赛组 7 人，

负责比赛过程中看管篮球，收成绩单，

以及公布成绩。宣传组 7 人，负责采

访拍照。接待组 76 人中，又分为三个

小分队，分别负责球员、裁判和机动

接待。

　　公共管理学院政治 15-1 班孙世庆

同学属于场地组，该组的 30 名志愿者

负责球场的卫生清洁工作，在每节比

赛暂停休息时，都要迅速用拖把擦拭

比赛场地，保持地面干燥。

　　每逢比赛进行时，赛场边的角落里

始终都有一组人对球员投注关切的目

光，无论场上是哪支球队在比赛，他们

都聚精会神地关注赛场上的变化，他们

就是可敬的医护人员。

　　我校每天值守在现场的医护人员由

1 名医生和 1 名护士组成，他们要负责

一整天的赛场保健工作。校医院的王医

生神情略显疲惫地说：“我昨晚刚刚值

过夜班，今天又过来在赛场这边值一天

班，要到晚上最后一场比赛结束才能回

去。”

　　除了准备感冒药等常用药外，医护

人员还会备好现场抢救的急救用品，如

增强心跳和增强呼吸的药物。此外，准

备物品以冰袋、绷带为主，还有拐杖和

担架等器材。校医院医疗保障组组长赵

云伟表示，颈托、夹板等器材在上学期

期末就开始着手准备，并于比赛开始前

一周已经全部到位。比赛期间，处理最

多的伤病就是关节肌肉拉伤和崴伤。

　　此外，由于学校住宿条件有限，所

有的女子队员都被安排入住云南省财经

职业学院。考虑到距离问题，我校在比

赛期间每天每隔 1 小时就安排 1 辆车往

返接送。校体育课教学部唐俊青老师表

示，尽管学校尽力安排，但还是有少数

队伍需要加床，这也是住宿方面比较遗

憾的地方。

　　虽然如此，但学校的食宿安排还

是得到了很多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好评。

据了解，在过往的比赛中所有赛区都

只管一日三餐，此次我校考虑到队伍

每天晚上也有比赛，于是增加了第四

餐——宵夜。由于参赛队伍所在地区

不仅有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和广

西等能吃辣的省份，还有澳门这样口

味偏淡的地区，学校在饮食上尽量提

供了大众能接受的口味，并每天为每

间房配送水果，每天还有质量监督员、

卫生监督员在用餐地点巡查来保障运

动员的饮食安全。

　　此次比赛中的篮球宝贝分别来自

我校会计学院、信息学院、国际工商

学院和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共计 14

人。赛前，她们均通过了三轮选拔，

第一轮选拔主要是看学生的快速学习

能力，第二轮、第三轮则是考察学生

的自我表演能力，从 100 多人淘汰到

只剩 14 人。

　　从今年 2 月 17 日开始，篮球宝贝

们就进入了紧张的排练，每天练习 4

小时，除了练啦啦操外，还要进行压

腿、踢腿、首位标准等形体训练。“刚

开始训练时，膝盖、小腿部位都是青

一块紫一块的，后面慢慢地就习惯了。”

信息学院信息15-1班的梁晶晶同学说。

　　此次我校承担了比赛期间大部分

的表演任务。14 位篮球宝贝都是大一

女生，啦啦操的指导老师为我校体育

部健美操老师徐早和赵咏梅。

　　徐早表示，她们一共排练了 8 支

啦啦操，同学们学习动作学得很快，

很认真，也很努力。假期里，基本上

是一天学一套动作，开学后，每天中

午以及周末，都在练啦啦操，她们已

经将近两个月没有在中午和周末休息

过了。记者  刘丹妮  王潇  幸港洁

3 月 25 日 3月 26 日 3月 27 日 3月 29 日 3月 30 日 3月 31 日 4月 1日

Vs. 贵州师范大学 79-75 Vs. 中南大学 79-104 Vs. 武汉理工大学 64-78 Vs. 湖北工业大学 93-84

Vs. 电子科技大学 81-75Vs. 广西师范大学 101-90Vs. 云南师范大学 76-65

    本报讯  微博阅读数突破 143 万

次，斗鱼直播在线最高峰值达 6000 人

次，微信阅读数破 7 万次，专题网站文

字报道累计近 2 万字，中央媒体省级媒

体全程聚焦报道……3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在我校承办的第十八届中国大学生

篮球联赛（以下简称 CUBA）西南赛

区赛事期间，我校的赛事内外宣传报道

工作取得了系列卓有成效的成果。

    此次赛事的宣传报道工作主要集

中在微博、微信、CUBA 专题网站三

个板块，云财记者团共计 80 余学生记

者参与了赛事报道工作。整个赛事期

间，“云财新闻网”新浪官方微博平

台共推送微博 773 条，关注人数增加

610 人次，页面独立访问量总计 37000

次，阅读数总计 143 万次，当日最高

阅读数 28 万次。

    微博报道组结合赛事的特点，首次

使用了斗鱼直播平台在线直播了 25 场

重要赛事，邀请了参赛队员中南大学

张展瑜，西南交通大学林灏等对赛事

直播进行解说，在线最高峰值达 6000

人次，多次登上斗鱼直播平台热门。

直播平台的使用解决了很多球迷无法

到现场看球赛的问题。“想去现场看

球赛的人太多了，真的是一票难求，

还好有斗鱼直播，我在宿舍就能看球

赛，兴奋的感觉和在现场是一样的。

这个平台很棒！”卓法 14-1 班的肖潇

说。微博文字直播组的同学也在第一

时间对每一场赛事从预告、每小节战

况比分到最终结果进行实时推送。此

外，微博组还利用评论私信功能，为

校内外同学、球迷、篮球队员在线答疑，

实现了良性互动。

    截止到 4 月 1 日，微信公众号“云

财新闻网”累计推送 CUBA 有关消息

44 条，阅读量达到 70704 次，该平台

还推出了【CUBA 早知道】、【CUBA

观察员】、【CUBA 直播间】、【CUBA

大明星】等板块，并通过每日推送当

日赛况和集赞抢票等信息使关注人数

净增长近 2000 人次。

    CUBA 专题网站分为赛事新闻、

赛程安排、今日战报、关于云财、云

财篮球五个板块，发布在专题网站上

的原创新闻稿累计 36 篇，字数总计

17564 字。60 余名文字记者参与了赛事

及 CUBA 花絮的采写，16 名摄影记者

参与了 CUBA 的拍摄工作，总计拍摄

了约 13000 张图片，经过对图片的严格

挑选，最终用在专题网站上的图片 148

张，微信 178 张，云财记者团学生记

者们的“随手拍”也被用于微博的配图。

    精彩的赛事吸引了众多社会媒体

的关注，通过它们的报道，有力提升

了学校的知名度。据统计，比赛期间，

省内外主流媒体和门户网站对我校

CUBA 新闻原创报道总计近 20 篇。其

中中青在线对开幕式全程进行了报道，

中国新闻网对比赛落幕进行了报道。

北京晨报网、中国江苏网、河北新闻网、

21CN 体育网等网站转载了相关报道。

省内媒体中，云南日报、春城晚报、都

市时报、云南电视台、云南网等对赛事

进行了报道。多家网站对赛事报道进行

了转载。记者  胡珑

我校 CUBA 西南赛宣传报道工作亮点频显

篮球宝贝：以我们的热情点燃赛场

后勤保障：贴心服务为比赛保驾护航

赛场安保：我们是 CUBA 坚实的铠甲

    3 月 25 日下午 16:00，我校男篮

主场迎战贵州师范大学队。经过激烈

的比拼，我校男篮最终以 79-75 战

胜贵州师范大学队，取得开门红。

3 月 27 日晚 18:00，我校男篮在南院

体育馆主馆对战中南大学队，比分最

终为 79-104，校男篮告负。

3 月 30 日晚 18：00，我校男篮于南

院体育馆主馆以 64-78 不敌武汉理

工大学，无缘四强。本场比赛，虽

然我校男篮 5 号罗玺拿下全场最高分

27 分，但面对攻防俱佳的对手，最

终遗憾落败。

4 月 1 日下午，第十八届 CUBA 中国

大学生篮球联赛（西南赛区）男子组

五、六名的角逐在我校南院体育馆主

馆展开，我校男篮最终以 93-84 战

胜湖北工业大学，夺得第五名，这是

我校历史最佳战绩

球进灯亮， 12 号球员林景元投

进压哨三分，将全场比分定格在

101-90，我校男篮战胜广西师范

大学队，挺进 CUBA 西南赛区八

强。本场比赛中，我校 5 号球员罗

玺得到全场最高 42 分，11 号球员

浦帅抢下 11 个篮板并送出全场最

多的 4 次盖帽。

挺进六强，进军全国赛！ 3 月 31 日

下午13:00，在我校南院体育馆主馆，

我校男篮以 81-75 力克电子科技大

学队，成为云南地区史上第一支打进

CUBA 全国赛的球队。比赛中，双

方比分胶着，现场气氛紧张至极。最

终，我校男篮凭借稳定发挥力克对手，

现场一片欢腾。

3 月 26 日下午 15：00，我校男篮在

南院体育馆主馆迎战云南师范大学

队，最终以 76-65 获得本场比赛的

胜利，夺取两连胜。 

征途 向北 热血再战

刘春辉  摄 张楠  摄

刘春辉  摄

袁紫薇  摄

体育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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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破敌，只为逐鹿“中原”。3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中国大学生

篮球联赛（西南赛区）在我校火热展开。各高校参赛队伍神力加身，

各显神通。转身，起跳，投篮，毫不犹豫。冲锋，汗水，碰撞，从

不畏惧。在比赛中，球员们向观众们诠释了团结、奋进的体育精神。

为什么坚持？因为我热爱，故我存在。本期四版，还原热血篮球，

定格最闪亮的青春。

I'm basket man

袁紫薇  摄

张楠  摄

袁紫薇  摄

袁媛  摄袁紫薇  摄袁紫薇  摄

袁紫薇  摄

邵有福  摄 邵有福  摄 徐华凌  摄

张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