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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啥是荷球？
接触到荷球，对杨永斌来说是误打误撞，甚至

有点小心思。2014年他从西南大学体育学院毕
业，2011年，学篮球的他选修荷兰式篮球。“一开
始就想着有机会能参加一些比赛，毕竟参与的人
少。”杨永斌练着练着发现，这项运动很有挑战性。

如果你看过荷球比赛，就会明白挑战性在哪
里了。以全场比赛为例，比赛在一个20×40的场
地中进行，格局类似篮球场，但双方的篮架可不在
底线附近，而是距离底线还有近7米的距离。这
样设计是什么原理呢？原来，荷球比赛可以360
度投篮，也就是说，篮架上只有框、没有
篮板，“打板进球”是不存在的。而
3.5米的篮框高度高出篮球的框
一大截，用的球又是足球一般
质地和大小。所以哪怕是
篮球场上的神射手，也要
适应挺长时间。如果这还
不够阻止进球，那么荷球
还有个最“变态”的规则
——投篮时，面前的防守
队员只要做出了“合法防
守”的动作，出手投篮即无
效。因此选手必须倒退着投
篮或是过掉防守球员，这就要
求参与者有足够的膂力完成远
投或是成功跑出一个战术——没
错，是用跑的，这个运动甚至连运球都
不允许，单打无用，无球跑动才是王道。

2基本功就是跑战术
正是荷球运动的这些特点，让记者在这堂训

练课上看到许多有意思的地方。
训练课是男女混练，准确地说，这个运动就是

男女混搭。正式比赛上，每队两男两女出战。不
能单打，不准身体对抗，让它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
种男女混合编队同场竞技的大球项目，因为“合法
防守”规则的存在，长得高有优势，但个子小也并
不吃亏。

除了近距离进攻篮下，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
能做出上篮得分的动作，远投时，投篮的姿势在篮
球爱好者看来并不算优美，尤其是对于一些有篮
球底子的队员，作为教练的杨永斌一直在场边强
调，“忘掉篮球动作，像女篮那样投篮。”由于通常
要倒退投篮，加上篮框更高，把球放在胸前出手更
好发力，这是荷球运动的最基本讲究。

因为不让单打，荷球必须要通过队友间的默
契配合和战术布置跑出空当，所以在基本功练习
中，并不存在控球一说，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战术跑
位演练。这堂课上，杨永斌给几名学生教授的战
术在荷球中比较基本，但放在篮球训练中都已不
算粗浅，大半个小时的训练中，进球的数量并不太
多。其实在世界性比赛中，一方能得分超过20已
经是大比分了，要知道，这可是40分钟的比赛。

3学生军捧回亚洲亚军
体育馆外的露天篮球场，传来下课后学生打

篮球“刷刷”的入网声。进球难易程度的对比有些
明显，对于这些十多岁的孩子，玩荷球不会枯燥
吗？在上个月中旬结束的首届世界杯沙滩荷球比
赛（亚洲区）上，杨永斌将类似的问题抛给过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选手，“为什么会喜欢打荷球？”

得到的答案惊人的一致——篮球进球太容易了。
这次比赛，值得说道说道。还是因为不用控

球的特点，让荷球也可以在沙滩上进行。但总归
是需要大量的无球移动，沙滩上的比赛对体能消
耗更大。虽说大大压缩了比赛时间，但一天打了
6场比赛的江津中学队员们还是累得够呛。好在
结果不错，6场比赛赢了4场，获得亚军，小组赛落
败的那场也是不敌最终的冠军中国台北队。中国
台北队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荷球发源地的荷兰，
从最终的2男2女的最有价值球员评选中就可以
看出，该队独占3席，优势明显。

而剩下的1个席位，正是属于杨永斌，此外他
还获得最佳得分手。原来，这届比赛只设有大学

组和公开组，只能参加公开组的江津中
学，在学生运动员中，也加入了两位

体育老师。虽然杨永斌个人表
现突出，但荷球的本身特点也
决定了球星的主导作用并不
大，因此能打出这样的佳
绩，孩子们发挥的作用同样
不可忽视。

4一年一个台阶
值得一提的是，江津中

学此番代表的是中国队出
战。能获得这个资格，是因为

去年底在全国锦标赛上夺得了
冠军。
而全国冠军的练成，不过是3年的时

间。2014年来到江津中学任教后，杨永斌就向相
关领导展示过这项运动，它的趣味性和参与性也
让次年学校就开始张罗组建球队。最开始不过三
五个学生，训练时要打对抗，杨永斌必须去发动一
些老师参与进来。不过这项运动放在全国开展的
地方也委实不多，2016年第一次参加全国锦标
赛，江津中学就跻身四强。好的开始无疑是针强
心剂，孩子们的信心也得到了提升。随后一年上
一个台阶，2017年，全国亚军；2018年，全国冠
军；2019年，在洲际赛场扬威。

练荷球两年的黄弋珂虽然才高二，但参加
过去年全国锦标赛的她算起来也是全国冠军选
手了。“最开始只是因为没接触过很好奇，来了
后觉得教练不错，训练很系统，我自己又有田径
的底子，上手很快。”小黄告诉记者，这项运动给
自己带来的帮助不仅仅是体育方面，“因为接触
了许多外来的队伍，也会去各地参加交流赛，要
学会跟队友相处，经常会面对挫折，会比同龄人
经历更多的事。”

杨永斌介绍，现在除了高三、初三的学生，荷
球队已经稳定有十来人的规模，只要有兴趣的，随
时可以加入到球队训练。在选材方面，只要有一
定运动天赋、热爱这项运动就行，“很多人觉得会
打篮球会有帮助，但其实除了手感好一点，判断球
路准确一些，其实都相差不大。反倒是会荷球再
去练篮球帮助更大，主要是比赛视野方面，荷球是
项360度的运动，切换到180度就游刃有余。”

练习荷球可以成为这些中学生的一种特长
出路吗？看上去暂时还不会，在一些开展较早
的国家和地区，的确已经有了职业俱乐部和专
业的梯队体系。但在国内，仍然是项业余运
动。不过从杨永斌的经历上可以看出，荷球却
给他的人生许多精彩时刻，作为中国荷球国家
队的一员，他打过世锦赛、世运会，足迹到过荷
兰、波兰、印度。如果在自己的专项篮球领域，
这些都是他不敢想象的。

1突如其来的打击
1999年，陈裔出生在一个工薪阶层家庭，

父母关系很好，一家人很和睦。父亲陈仁斌是
一名出租车驾驶员，平时乐于助人，是重庆著名
出租车公益组织爱心车队的5号驾驶员。

陈仁斌跟随爱心车队参加了上百次献爱心活
动，如免费载山区老妈妈看山城、为垫江受灾队员
献爱心，每年接送高考学生高考等。不过陈裔对
父亲做过的好事知之甚少：“我爸爸做过的好事，
我真的知道得不多，他回家从不吹嘘自己做了什
么好事，只是教导我们要与人为善。”

在陈裔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
少有的好脾气的哥：“别看他平
时剪个光头、身体微胖，有点

‘社会哥’的样子，但他开车
从来不骂人，对乘客有礼
貌，也不开斗气车，跟我
平时坐车碰到的很多的
哥不一样。”

2016年6月24日的
一场意外，打乱了陈裔幸福
平静的生活，“我记得当天下
午放学回到家，刚打开电脑，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爸爸在
交接班的时候突发脑溢血进医院
了，当时真的感觉是五雷轰顶。”

陈仁斌被送进医院，接受开颅手术，
一度病情有所缓解。但当脑溢血二度发作，最后
陈仁斌没能挺过来，于7月1日16点35分被宣布
死亡。当时即将读高三的陈裔一度很崩溃：“我顿
时感觉压力很大，甚至有了辍学打工的念头。”

2深思熟虑的捐献
在情绪近乎崩溃的时候，为何会选择帮爸

爸捐献遗体？陈裔回忆，他听说过一件事：“我
大伯平时热心公益，比较了解遗体捐献的事情，
当时大伯告诉我，说爸爸曾有一个遗愿，就是

‘一生只做平凡事，走后捐献献爱心’，所以他想
让我帮爸爸实现这个遗愿。”

在中国人的老观念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死后都讲究完完整整的落叶归根，可是陈裔在
了解了遗体捐献是一种大爱行为，可以拯救他
人之后，毅然决定说服其他亲友：“当时我跟妈
妈、婆婆说，爸爸虽然走了，但他捐献的遗体和
器官，能挽救别人的生命，让我感觉他还活在这
个世上，最后大家都在同意书上签了字。”

随后陈仁斌捐献了角膜、骨骼、肝脏和遗体，
成为了重庆市第96例器官捐献者，他也是重庆
首位进行遗体和器官捐献的出租车驾驶员。

爱心车队的2号驾驶员庞娅受陈仁斌的事
迹感动，在遗体告别仪式上签署了遗体、角膜和
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并号召更多的出租车驾
驶员加入遗体器官捐献的行列。

对于两年多前做出的决定，陈裔并不后
悔，他甚至表示自己有一个无法完成的心愿：

“其实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看看接受了我
爸爸器官移植的患者，看看他们是不是都康
复了。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和他们也是亲
人。但是我也知道器官移植是‘双盲’原则，
我们和患者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所以我只
能默默地祝福他们。”

3充满爱心的接力
因为陈仁斌是家里的顶梁柱，加上抢救他

花了不少钱，所以他去世之后家里陷入了困
境。得知情况后，各方纷纷伸出援手：爱心车队
的的哥、的姐们发起了爱心捐助；新桥医院的安
乐堂减免了遗体告别会的全部费用；红十字会
的两位爱心人士更是认养了陈裔和他的妹妹。

说起爸爸遗体捐献、社会各界的爱心接力，
陈裔非常感动：“爸爸去世以后，很多叔叔阿姨给
我和我们家提供帮助，有的直接捐款，有的送东

西，还有的在生活上帮助我们。特别是
负责爸爸器官捐献的协调员李庆，

更是直接认养我为义子。当时
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好好学习，不用想其他的，
我会帮助你的！’”

让陈裔没想到的是，
义母李庆的帮助，不仅仅
是物质上，还让陈裔感到
了亲人的温暖：“我看新
闻上认养贫困学生，往往
就是定期给一笔生活费。
可是李庆妈妈是真的全方

位帮助我，在爸爸刚去世那段
时间，她主动给我充话费。还

邀请我去她家里做客，同时不断用
温柔的语言开导我。”

在李庆等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刚进入高三
的陈裔迅速走出人生的低谷。在2017年高考
考出了540分的不错分数（当年理科一本分数
线为492分），说起这个分数陈裔露出了难得的
笑容：“我们那边的理科题特别难，所以一本分
数线比较低，我的分数本可以读一些外地不错
的学校，可是我爸爸刚去世，家里人不放心我一
个人去外地读书，结果最后选择了口碑不错的
重庆邮电大学。”

4传递爱心的约定
进入大学之后，李庆和陈裔依旧保持着联

系，陈裔在重新振作之后，也学会了感恩：“我是
在大家的帮助下，逐渐走出低谷的，所以有机
会，我也会去帮助他人。”

2016年底，在得知歌乐山有群残疾儿童需要
关爱之后，陈裔主动参与其中，一对一带着儿童
玩，还帮这些儿童收拾桌子和打扫清洁，“一天下
来觉得有点累，但是特别有意义。”陈裔回忆。

有时陈裔也会去市红十字会做客，看望义
母李庆，顺便帮忙做一些志愿活动，希望借此能
够帮助更多的人。

昨天上午，重庆国际马拉松赛在南滨路上演，
陈裔推迟了对爸爸的悼念时间，主动担任补水志
愿者：“本来明天在璧山有今年的重庆市遗体器官
捐献者缅怀纪念日活动，可是我们学校有重马志
愿者的任务，今天不到4点我们就去现场集合，所
以没法两头兼顾了。我把悼念爸爸的时间延后到
清明节，相信他在天之灵也会赞同我的决定。”

进入大学以后，陈裔也签署了遗体、角膜和
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对于未来，陈裔表示，

“我和妹妹说好了，毕业以后，我们都会投入到
公益活动当中，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把这
份爱心传递下去。”

荷兰篮球和一群重庆中学生

没有篮板
一举投出亚洲第二

“爱心车队5号”和他的儿女们

不跑重马
双手捧出爱心接力

杨永斌长着一张体育明星脸，站远了看，有点像
重庆短跑名将别舸，如果听他满口东北话，再咧嘴一
笑，又神似他的辽宁老乡郭艾伦。长得像不是本事，
而在自己擅长的体育领域，他一点不比提到这两位

差，只不过你可能并没有听说过他从事的项目——荷球。
他坐在体育教师办公室里，等着学生下课。每周一四

六，是江津中学荷球队的训练时间。上个周四的下午，学
生们陆陆续续赶到体育馆参加训练，其中有一半都才刚
刚开始接触荷球，另一半虽是“进阶”，但也不过四五
人。很难想象上个月中旬，他们刚从香港抱回首届世
界杯沙滩荷球比赛亚洲区的公开组亚军。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卓然 受访者供图

从2017年开始，每年4月1日都是陈裔的一个重要
日子，因为这天是重庆市遗体器官捐献者缅怀纪念日，他
总会到重庆市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悼念父亲、“爱
心车队5号”的哥陈仁斌（重庆首位遗体和器官捐献的出

租车驾驶员）。
两年多过去了，陈裔在市红十字会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走出

了人生的低谷。昨日上午，陈裔并不是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来到
重马现场，而是接过父亲的爱心接力棒，担任重马志愿者，以回报
给他许多帮助的社会，“爸爸去世的时候，感觉家里的顶梁柱没了，
在红十字会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我和妹妹都走出了阴影，我希望
把这份大爱传递下去，让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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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下拼抢

防守只能
通过破坏
传球实现

▲男女混编出战是荷球的一大特点，队员正在手递手传球。

▲江津中学荷球队去年
获得全国锦标赛冠军

陈裔走出了人生低谷

▲当年陈裔和妹妹送别父亲 市红十字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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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裔在重庆邮电大学

▲陈裔在重马担任补水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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