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玩队”第二轮选拔，来了一对女双高手
她们能打女双、混双，还经常和男双对抗

下个周末
试试 大战？性别

三湘好玩俱乐部近期正在选拔队员
参加湖南省业余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赛。一
开始， 我们就确立了本次组队参赛的宗
旨，不为成绩，只求“好玩”。队员们都挺有

信心，说“运气来了，一不留神杀入
总决赛，那多带劲”。

好运气， 这支队伍还真不
缺。上周选拔赛过后，我们还在报道中说
女选手是稀缺资源。这不，9日晚在活力羽
毛球俱乐部左家塘馆进行的第二轮选拔，
便迎来了4位女子高手助阵。其中，长期搭
档打女双的谭双飞、袁启智，柔和的手感
和默契的配合更是让球友们赞不绝口。

由于女双对手暂缺， 这对妈妈级的女
双组合在对抗中战胜了一对混双选手。袁
启智告诉记者，“我们平时打球， 还经常和
男双打对抗呢。 我们俩其实还能和男选手
组对打混双。”说做就做，谭双飞找来了老
搭档刘川， 袁启智则临时找了一位双打高
手刘光，加上另一对混双组合，打起了单循

环。在冠军争夺战中，谭双飞与袁启智隔网
相对，战至决胜局谭双飞组合险胜对手。

记者了解到，被球友们尊称为“谭姐”
的谭双飞在业余界小有名气。 初中时,谭
双飞便开始接受羽毛球专业训练，曾代表
湘潭市专业队参赛。虽然后来没有在专业
之路上继续下去，但谭双飞对羽毛球的热
情还是感染了家人，她的弟弟谭普照延续
了姐姐的理想，曾入选过国家队。谭双飞
告诉记者：“以前羽毛球是梦想，现在打羽
毛球就是生活，真的很好玩。”

在3月20日本次开口笑杯湖南业余羽
毛球俱乐部超级赛报名截止前，我们还将
于下个周末进行最后一次选拔。除了迎战
即将加入的一对女双，谭双飞和袁启智还
表示愿意尝试一下“性别大战”，挑战男双
高手。本周依然欢迎各位球友通过好玩俱
乐部官方论坛haowan.voc.com.cn主题
帖及官方微博报名参加。

■记者 陈普庄 实习生 潘梁平

3月10日， 湖南湘涛队结束了赛
季前的最后两场热身赛，在上午二组
以3∶0战胜湖北华凯尔替补，下午一组
以1∶1战平湖北华凯尔主力队。

至此，湘涛队在结束了联赛开始
前的所有热身赛， 主教练张旭表示，
“赛季备战和热身赛都达到了预期的
效果，我觉得还不错。”备战期间，张
旭一直强调要加强球队的防守，使攻
守更加平衡，他认为球队基本达到了
目标：“热身赛我们的得分机会是创
造出来了， 现在就是要将球打进去，
这是接下来需要加强的。”

下周六，湘涛队将迎来新赛季首
个对手沈阳荣盛队，外界普遍认为他
们是今年冲超最大热门，张旭也认同
这个观点。不过对于冲超形势，张旭
说：“今年有七八支队有冲超实力，争
得头破血流啊！”

■记者 刘涛

湘涛主帅满意备战成果
今年冲超竞争格外激烈
“七八支队，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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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首届金
太阳湘女温泉节在金
太阳五星温泉农庄举

行。本届温泉节最引人注目的
环节则是中国灰汤金太阳温
泉宝贝选拔赛，共有14名选手
入围了下午的决赛。决赛在下
午4点半开始，14名选手分别
进行了泳装和晚礼服的表演，
最终卢菲娴获得了最后的冠
军，亚军和季军则分别被徐佳
美和邓蓓蓓获得。

■记者 刘涛 摄影报道

温泉宝贝
养眼登场

广告客服专员 3名：要求勤快，有活力。
工作自由，前期享无任务底薪。

招 聘
84464801、13875869988、QQ：602058576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鼎极文化）

品牌中西餐厅转让
雨花区地段，生意稳定好停车。
因业务需要去外地发展急转。
联系电话:18607315557 诚聘美容师、 美体师或学徒， 年龄

18-40 女性，有无经验不限，带薪培
训。工资：无任务底薪+提成+手工费，
凭此广告免费体验一次局部瘦身，限
女性。 咨询电话：82886076黄

纤姿堂美容美体诚聘

85710002
特价搬家 长途运输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广告 元/行起 公告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35 40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星沙代办点：13607490384
宁乡代办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代办点：18973045315

湘潭代办点：13307326463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租售各类分析仪，最新广角镜头，
高清博士伦眼镜、变牌仪、万能一
体机等。 传授顶端实战牌技。
火车 站 天 佑 大 厦 1826 室

鸿达牌具 18229844336
直销各种扑克字牌 0．1 秒探测仪； 桌面手
上无东西， 批高清博士伦眼镜麻将程序机
变牌器。 长沙火车站凯旋 A座 908房

医 疗

低息供炒股资金
咨询：0731-85776098、15802569686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8578368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搬家 回收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聘
搬
运
工

万顺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8884567

搬家 拆装空调恭喜发84258568 贷款咨询 15111283829
正规无抵押贷款，当面签约、放款。

要借款找金禧
0731-82139797
项目融资服务、大额资金对接
闲散资金借贷、抵押快速借款

韶山北路 139号湖南大剧院 17楼

税务了难、会计实训
18874703926低价工商

贷款 13874807772咨询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贷
款 。 即 日 放 款 。 韶 山 路 66 号

贷款咨询无抵押利率低
13187090302

工商代办 82284857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1 万-100 万， 长沙人凭身份证来就
借，当即放款，无需抵押，诚信第一。
芙蓉公馆 1215室 13875905093

短期借款咨
询

理财 代办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新时贷贷款咨询
20-500 万，专办个人，企业贷
款，手续简单，快速放款，无抵
押，区域不限，过件收费。
0731-82055927 15111353859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驾 校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资深律师 13786128858 免费资询
债 务 经 济 刑 事 法 律 顾 问陈力军

律师 调查

AAA超级魔星
①扑克麻将绝技， 要啥来啥，要
啥变啥，包教包会②最新扑克分
析仪③智能麻将程序④博士伦
变牌器等各种牌具。长沙火车站
天佑大厦 8630房 13574117736

18008414500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真功夫纯手法空手
变牌独门绝技，包教包会。 批发各种分析
仪。 长沙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8房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望远飞针麻将
麻将高科技产品脱颖而出
任何麻将机均可安装，任君
检查,绝无破绽，傻瓜式操作
令你轻松自如的玩牌！ 另出
售、订做各种一对一、筒子、
扑克、麻将高科技娱乐用品。

配套齐全 诚信双赢 任君选购

最
新
产
品

老千三哥 18670013667
免费演示 235变 AAA，麻将烂牌也能自摸。

测牌器，普通牌任对方洗牌，只需
切一下即可把大牌给自己， 任何
新旧牌，一摸即变，不用偷换，普
通麻将一人对三人， 随意变牌自
摸，即学即用，扑克感应扫描仪，
桌上不放任何东西，无须对牌，庄
闲通用 ，所有产品免费试用

扑克麻将绝技
13034808888

麻将机程序
麻将机按您的要求装程序，扑克分析
仪桌面上不放东西，高清博士伦眼镜
变牌仪牌具等13467671788

娱 乐 设 备

男女公关可兼职
15675858982聘

招生 招聘

医林奇杰 伍本裕 名老中医秘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手、身发
抖、口流涎、瘫痪在床，一月痊愈。
●颈、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坐
骨神经、股骨头坏死、骨髓炎、骨结核、分
期分类能在短期内痊愈。
●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阳
痿、男女拉尿不出痛，一月痊愈。
长沙市望城坡门诊部（银杏路 6号）
0731-88812718 13975156778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提供炒股资金
中途可报停。 15898513233

致富机
超声波捕鱼机激光捕猎机：捕各
种动物。声波吸引不用拉线。将你
的地址发到 13922035593 即免费
寄资料捕捉光碟 0668-2703089

西部首选
雄厚资金寻优质项目， 免抵
押，可风险投资，手续简捷，
个人、企业项目不限、地域不
限。 电话：028-68000128

全 省 招 商

致富机
只要你处有水库江河森林平原，使
用我厂激光捕猎机和超声波捕鱼
机，可捕各种动物，保证是你赚钱的
好助手。 将地址发到 13600397062
即免费寄资料光碟。 送货上门，货
到付款。 广东高州市八达电子厂
电话：0668-6883202

创业致富机
捕鱼机 25 米 680 元，70 米 1380 元，
多种型号。 可捕多种野生动物；将地
址姓名发送到 13680143900 免费提
供资料参考。 0760-86517070凌玉良

借款炒股 炒期货
另聘兼职员工。 0731-85822242

雨欣手工艺诚聘
招手工制作人员，简单易学，可带回家
做，计件工资，现金结算。 韶山南路家
乐福楼上 12017室 0731-85551860

诚邀兼职 25岁以上非
学生 13974951420曾营养俱乐部

交友 声讯
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49岁男诚征：妻不幸去世退伍军
人做事沉稳无不良嗜好现经商
觅善解人意重感情女士为伴带
孩可 13480872458本人亲谈

●寻爱圆梦：女阿丽 28 岁 1.65m 丰满
迷人经济雄厚无孩特回乡寻健康男圆
梦有缘助发展 18379926862亲谈

男 49 岁丧偶随和退伍后从商多年
寻体贴顾家重情的贤惠女士为伴

真心成家 15019465847

正宗赖茅年份酒招商
诚招市、县代理，团购商，投资 2 万赚 10
万， 高薪聘销售经理。 地址： 省商务厅
0731-85538199 18008452519焦总

机修数名，包食宿
待遇优 18673161112汽修厂聘

年薪 6 到 30 万聘营销管理
策划方面人才 13507466004兼职

培训快取:学历会计教师建
筑职称医卫 13332516331资格证

转让 出租

体育·健乐

选拔赛第二轮，球友们竞争很激烈。 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