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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29日，2018
全 国 体 育 院 校 篮 球 联 赛

（SCBA）在济南赛区落下帷
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6支代
表队(其中男队24支,女队12
支)经过激烈的角逐，山西大
学队最终夺得男篮总决赛冠
军，山东体育学院和宁波大
学分获亚军和季军。山西大
学队的陈凯涛获得男子组
MVP。

亚洲篮球联合会主席、
国家篮球学院顾问信兰成，
联赛名誉主任、山东省体育
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政，联赛
名誉主任、山东体育学院党委
书记王毅，联赛主任、山东体
育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毛德
伟，原山东省体育局局长、省
政协科教卫文体委员会主任
张洪涛，联赛执行主任、山东
体育学院副院长谷忠德等出
席总决赛开幕式，信兰成、张
洪涛为男子MVP获得者颁
奖，李政、王毅为获得男子总
冠军的队伍颁奖。

本届SCBA男篮比赛分
两个阶段、三个赛区进行。5月
24日-30日，专业体育院校组
比赛在天津体育学院举行。
山东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
院、武汉体育学院、西安体育
学院进入天津赛区男子组四
强，获得总决赛资格。6月6日
-12日，综合类院校组比赛
在宁波大学举行，宁波大学、
山西大学、集美大学、重庆师
范大学进入宁波赛区男子组
四强，获得总决赛资格。6月25
日-29日专业体育院校组四强
和综合院校组四强共8支队
伍，云集济南赛区、SCBA赛
事发起单位山东体育学院进
行全国总决赛。

29日下午，2018赛季全
国体育院校SCBA总决赛男
篮冠军争夺战在山东体育学
院济南校本部训练馆打响，
由山东体育学院代表队对阵
山西大学代表队，赛况异常
激烈，双方交替领先，双方球
员共同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
场精彩绝伦、惊心动魄的篮
球盛宴。最终，山西大学以
72：69的比分战胜山东体育
学院，夺得2018赛季全国体
育院校篮球联赛总决赛男篮
冠军，山东体育学院获得总
决赛男篮亚军，宁波大学获
得季军。

SCBA女篮比赛在天津
赛区举行。广州体育学院、南
京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
分获2 0 1 8赛季S C B A女篮
冠、亚、季军。广州体育学院
的黄嘉丽获得女子组MVP。

据了解，本届SCBA联
赛赛制进行了全新的升级，
分为分区赛和全国总决赛进
行。专业体育院校和综合类
院校共同参与，大家互相学

习，互相交流，实现了全国高
等院校在篮球项目上的共同
进步。本届SCBA联赛在打
造校园篮球文化方面也下了
不少工夫，通过赛事活动搭
建的平台，让参赛大学生加
深了对大赛主题“ K n o w
yourself（发现你自己）”的认
识，规划未来踏入社会的第
一步，从而实现自我价值。此
外，本届联赛还结合“姚基
金”及“摩拜爱心计划”等公
益活动推广篮球文化，选出
爱心支教球队，赛后他们将
前往贫困山区中小学，进行
普及篮球知识的公益教育活
动，以多角度全视角的丰富
篮球文化，展现体育的风采。

SCBA联赛在运营模式
上也全面向职业化靠拢，
SCBA作为推广大学生篮球
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联
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努力
打造篮球竞技人才的储蓄
库。山东体育学院（国家篮球
学院）作为赛事的发起方和
承办单位，利用专业优势和

人才优势，为联赛的高质量
运行保驾护航。

近年来，山东体育学院
（国家篮球学院）遵循“对接
需求、协同创新、集聚特色”
的发展理念，积极对接国家
战略需求和体育事业核心业
务发展需求，协同校内外各
类优质资源，突出体育专业
院校的本体特色，推进以需
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转
型，坚定不移地走特色鲜明
的内涵发展道路。2016年，发
起承办了首届全国体育院校
篮球联赛，社会反响良好。
2017年联赛升级，实现首度
扩军、首次由国家篮球学院
参与承办比赛、首次大数据
跟踪分析、首次全网化报道
和全方位推广等多个突破。
2018年，联赛再次扩军，专业
体育院校组和综合院校组36
支队伍参赛，并首次纳入中
国篮协年度赛事计划，正式
成为国家品牌赛事，为推动
我国篮球运动的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 （宫尚文）

本报讯 6月28日的临
清唐园镇，骄阳似火。山东省
体育局省运动康复研究中心
抽调骨干力量组成专家组，
赴省体育局“第一书记”帮包
村举行爱心义诊活动。省运
动康复研究中心主任王权表
示，省体育局党组高度重视
扶贫工作。这是响应中央号
召，贯彻“十九大”精神，落实
省体育局党组指示精神的具
体举措，也是发挥专业优势，
促进省体育局选派“第一书
记”抓党建、促脱贫工作的有
效途径。“这次活动我们做了
周密安排，中心发动干部职
工募集了衣物、文具、保健药
品等爱心物资，让贫困地区
群众感受到党的关怀。”

帮包村的三位“第一书
记”邱宝林、胡斌、王林表示，
在“第一书记”帮包村举行爱
心义诊活动已经是第二个年
头了，去年的活动在群众中
反响很大，得到了高度的评
价。所以再次邀请专家组前
来举行扶贫活动，在整个活

动中，三位书记亲自协调相
关事宜，保证了活动的顺利
举办。

义诊活动在瑶坡村村委
会举行。义诊活动还未开始，
林潘寨、瑶坡、营子村群众已
闻讯赶来。上午8时，瑶坡村

村委会前就排起了长长的候
诊队伍。省运动康复研究中
心主任王权亲自坐镇，中心
副主任、主任医师韩文义带
领陈子文、孙常青、王祥宇、
王术等康复治疗专家耐心
询问病情，细致实施治疗。

由于天气炎热，运动损伤需
要施加手法治疗，汗水浸透
了专家组成员的衣服。

田间劳作导致的腰、
腿、膝等运动损伤在农村极
为普遍。手法治疗不同于药
物治疗，可通过推拿手法、
专业仪器使患者病痛明显
减轻，起到立竿见影的效
果。专家组运用理疗手法为
就诊群众现场缓解病痛，分
析病因，告知健康饮食、科学
劳动等注意事项，宣讲健康
保健知识。

就诊群众纷纷表示，专
家们诊断特别细致，态度和
蔼、很有耐心，让人感觉很亲
切。感谢省体育局专家组，

“第一书记”为他们干了好
事、干了实事，给他们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幸福。

活动结束后，专家组到
“第一书记”驻地慰问，向帮
包村赠送了衣物、文具和保
健药品等爱心物资，委托“第
一书记”发放到群众手中。

（体讯）

省体育局康复医疗专家组到了临清唐园镇

爱爱心心义义诊诊，，““第第一一书书记记””送送到到家家门门口口

省体育局康复医疗专家组为村民义诊。

2018全国体院篮球联赛落下帷幕，山东体院获亚军

联联赛赛不不断断升升级级 打打造造品品牌牌赛赛事事

通过不断升级，全国体育院校篮球联赛已成为国家品牌赛事。

第五届夕阳红
健身运动会开幕

6月24日，山东省省直机关第五
届夕阳红健身运动会开幕式暨“久久
星杯”柔力球比赛在济南举行，来自
省直机关的近千名中老年人以丰富
多彩的健身项目展示迎接属于自己
的运动盛会。 （史文平）

滨州选手夺
国跳世青赛五冠

日前，由中国、荷兰等国家参加
的2018年世界青少年国际跳棋64格锦
标赛在土耳其落下帷幕。我省代表国
家队出战的滨州选手张云舒、刘汶恒
夺得男子、女子组常规赛、快棋、超快
棋六个项目中的五枚金牌。（董会青）

我省四名游泳队员
获亚运资格

2018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暨
“我要上青奥”选拔赛暨亚运会选拔
赛于6月25日在江西落幕。最终我省季
新杰、王鹏、杨浚瑄、王一淳4名队员
在9个单项中获得亚运资格。（孔军）

“崂山100”跃升
国内顶级越野赛

近日，2018青岛·崂山100公里国际
山地越野挑战赛在崂山风景区落下
帷幕。2000多名来自中国、新加坡、日
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山地越野选手参
加了挑战。（吴志成）

济南市足协换届选举

体育大看台

7月1日上午，济南市足球协会第
七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济南市足球运
动管理中心举行，济南市各个县区的
多家单位会员代表以及个人会员120
多人出席了本次会议。根据《济南市
足球协会换届选举办法》规定，第六
届理事会成员任期已满，本次会议上
届领导成员代表对过去的工作做出
了总结，并选举出新一届济南市足协
的领导班子，同时征求会员的意见，
对协会的一些管理办法以及章程等
文件进行修改和说明。

济南市足球协会自1993年成立发
展至今经历25个年头，致力于推广足
球运动，组织群众参加各项足球运
动，为推动济南市足球事业的发展做
了不小的贡献。在此次大会上，参会
的全体会员对《济南市足球协会章
程》《济南市足球协会会费收取标准
和管理办法》《济南市足球协会换届
选举办法》进行了修改以及说明，并
集体表决审议通过了修改意见，随
后，根据新的办法和规定选出新一届
的理事会成员，并同时召开第七届第
一次理事会议，新的理事会成员严格
遵照选举办法及程序，选举出新一届
的领导机构及会长、副会长、各部室
主要负责人。

ITF国际青少年网球
巡回赛济南站收官

7月1日，“玲珑轮胎杯”2018年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济南站在山
东省体育局训练中心文东训练基地
落下帷幕。自2015年首次引进国际青少
年网球巡回赛以来，这已经是该赛事
连续第四年在济南举办。本次比赛
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日
本、韩国、加拿大、哈萨克斯坦、墨西
哥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名优
秀青少年网球运动员参与。（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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