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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上 最 棒 的 大 学 周 末 ！ L i t t l e  5 0 0  开 赛 ， 华 人 车 队 首 亮 相

步 行 者 功 亏 一 篑 无 缘 季 后 赛 ， 伯 德 称 下 赛 季 会 改 变 风 格

文： 郭阳
     “我体验过超级碗、世界职棒
大赛、摩纳哥大奖赛，但是我参
加过的最酷的赛事莫过于Little 500
了！”——兰斯-阿姆斯特朗
看到前七届环法大赛冠军的这番言
论，你可能会感到好奇：Little 500是
什么赛事？又为何有着这样的魅力
呢？
       原来，Little 500是一项由印第安
纳大学举办的场地自行车接力赛，为
了简便也叫做Little 5。该赛事于每年
四月的第三个周末，在印第安纳大
学的主校区所在地布鲁明顿的能容
纳6500人的比尔-阿姆斯特朗体育场
（Bill Armstrong Stadium）进行，它
也被誉为是“世界上最棒的大学周
末”（The World’s Greatest College 
Weekend）！
        这项历史悠久的赛事是由霍迪-
威尔克特斯（Howdy Wilcox Jr）在
1951年创办的。他当时是印第安纳大
学学生基金会的执行总监，从名称就
能看出，比赛的形式仿照了世界著名
赛车比赛印地500（Indianapolis 500）
，Little 500同样要进行200圈，场地是
400米煤渣跑道，总距离达到了50英
里。1988年起，Little 500也开始有了
女子组的比赛，女子组比赛是100圈，
总距离约25英里。
       由于是由学生基金会创办的，因
此该比赛并不是商业性质的，比赛的

目的是通过此项赛事来为IU学生筹集
奖学金。据悉，该赛事自创办以来已
筹得了超过150万美元的资金。学生
组织、学生参赛、学生获益，也成了
Little 500的一大特色。
        比赛规则很简单。必须使用官方
提供的基本款自行车，每年有33支车
队参加角逐，每支车队4名车手，最
少要有10次接力（女子5次），最后
两圈时慢车要给快车让行。参赛车队
多为兄弟会和姐妹会，这无疑事关着
他们的荣誉。
        虽然看似比赛是传统的自行
车赛，但是能被称作最棒的大学周
末，Little 500的魅力还远不止如此。
        Little 500是小镇进入春天之后的
大狂欢。告别寒冷冬日后，校园公路
上就常常能看见正在春风中骑行的自
行车手。这也是期末前的最后的 疯
狂，以及对顺利结束一学年的庆祝。
兴奋和躁动也伴随着温暖的春天而
来。虽然正式比赛是在周末进行的，
但资格赛、个人赛和团体对抗赛会在
一整周里给这个小镇预热。其实，从
进入Little 5周开始，学校里4万多名学
生就开始人心思动，组织各种Party和
音乐会了。刚刚到达饮酒年龄的学生
们疯狂的尝遍各种美酒。从早到晚，
从酒吧到酒吧，从兄弟会到另一家兄
弟会，到处都是走街串巷的学生的狂
欢的身影。据悉，在周末正赛开始之

时，整个印第安纳州一半的警力都会
被调来支援本地治安的管理。
名人也纷纷参与到比赛中来。除了之
前提到的环法车王阿姆斯特朗，2008
年总统大选进行时，奥巴马也曾跑
到Little 5女子组的赛场观战，并且
受到了摇滚巨星一般的尖叫和掌
声。今年，学校更是请来了Hip-
hop明星Big Sean助阵，YG、 Luke 
Christopher、Justine Skye等明星也会系
数登台亮相。
       当然，提到Little 5就不得不提
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Breaking 
Away，这部被译作《告别昨日》的电
影在1979年奥斯卡中获得了包括最佳
影片在内的5项提名。电影讲述了4个
在布鲁明顿生活的年轻人，由于本来
想去的采石场倒闭，他们不顾外界的
阻挠，走上了Little 500的参赛之路，
他们在马路上、在跑道上、在街道
上、在操场上疯狂的骑着自行车，追
逐着青春的梦想，最后在70年代特有
的进行曲中，获得了Little 5的冠军，
力主参赛的车手也通过努力进入了印
第安纳大学。这部青春励志电影一时
间成为了IU、布鲁明顿以及Little 500
的名片。
       此外，知名校友、现小牛队老板
马克-库板也为Little500的推广做了很
大贡献，2002年起，观众们将能通过
电视收看比赛的高清转播。在正赛开

始之时，远在全国各地的校友都会聚
在一起，走上酒吧，一同喝酒看赛
车，恍惚中重回自己的大学时光。
       更为特别的是，今年的比赛第一
次迎来了华人车队的参与，由许多、
梁伟安、刘昊铭、丁鼎以及房晗等
同学组成了IU史上第一支华人车队
YOUNG PIONEER，他们在没有赞
助的情况下自己垫付装备费用，没钱
请教练就自己摸索训练和比赛的方
法，在车队经理赵冰冰和李丹菁的帮
助下，他们努力训练了一学期，梦想
打破Little 500由白人兄弟会统治的局
面。但最终在一名车手受伤的情况
下，他们因为经验不足，在资格测试
赛中以1秒之差遗憾落选，无缘最终
的正赛。也希望YOUNG PIONEER
可以获得赞助，明年卷土重来，争取
进入Little 500的正赛。

（图片来自网络，感谢赵冰冰接受采访
并提供车队照片）

      步行者在常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以
83-95负于孟菲斯灰熊队，从而遗憾的
获得东部第九，失去了晋级季后赛的
机会。之后进行的赛季总结新闻发布
会上，步行者主席拉里-伯德透露了大
量的信息，包括球员下赛季的使用情
况，以及球队风格会有大的改变。
　　纵观整个赛季，上赛季的东部第
一步行者度过了一个被伤病困扰的挣
扎赛季。由于保罗-乔治的腿伤、兰
斯-斯蒂芬森的离开，再加上大卫-韦
斯特和乔治-希尔在赛季初的伤病，步
行者一下子从去年的东部榜首跌入谷
底，特别是他们的进攻一度陷入死水
状态。
　　虽然在乔治-希尔和CJ-迈尔斯
的带领下，球队触底反弹，可惜状态
还是来得晚了一些，两场关键卡位战
中，步行者先后输给了篮网和凯尔特
人，处在了相当不利位置。在迎回了
神奇复出的当家球星保罗-乔治之后，
步行者一度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团

结一心的步行者在赛季末取得了一波
六连胜，包括击败雷霆和奇才的两场
精彩胜利。
       在常规赛的收官战中，步行者做
客来到孟菲斯对阵灰熊队。之前的连
胜让步行者重新掌握了主动权，一旦
这场获胜，步行者将力压篮网晋级季
后赛。然而，志在提升排名的灰熊并
没有对步行者网开一面，他们尽遣主
力出战，在全场砍下33分的马克-加
索尔的率领下，内线实力强大的灰熊
一举击溃背靠背作战的步行者。另外
一块场地上，篮网主场击败魔术，最
终将步行者挤出前八，步行者只得悲
壮的告别了季后赛，遗憾结束了本赛
季的征程。
        赛季总结新闻发布会上，媒体
问了大量关于步行者休赛期准备和下
赛季阵容、战术的问题。针对这些问
题，刚刚受邀加入波士顿2024奥运选
举董事会的拉里-伯德的回答，信息
量堪称近年来最大。

         拉里-伯德赞扬了本赛季替补
球员的表现，此外，他透露，球队下
赛季要改变风格，要打得更快，跑动
更多，得更多的分。另外有时候会打
小个阵容，会让乔治去打4号位。这
似乎宣告步行者过去四年崇尚的铁血
内线打法，将跟随时代的步伐画上句
号。在这种情况下，球队内线们会有
怎样的处境尤其令人关心。拉里-伯
德表示，合同年的希伯特和35岁的韦
斯特应该都会回到球队，球队也希
望重新签回拉沃伊-阿伦和35岁的路
易斯-斯科拉。但是他们同样表示，
在这样的体系里，希伯特的作用会削
弱，他必须要提升自己才能继续保留
出场时间，否则他将很可能进入替补
席。去年的新秀惠廷顿则可能会进入
轮换阵容。
        后卫队员里，拉里-伯德表示他
们会争取重新签下本赛季表现出色
的斯塔基，但同样合同到期的CJ-沃
特森则不会得到一份新合同了。而乔

治-希尔在下赛季会起到更加重要的
作用。 随着保罗-乔治的复出，所罗
门-希尔则将重新回到板凳席上。
       关于选秀，伯德表示，球队会争
取签下一个即战力。目前球队需要一
个控卫，一个双能卫和一个强壮年轻
的大前锋。因此，总得来说，步行者
的选秀策略依然是选轮到我们的时候
剩下的最好的球员。
       步行者通过抛硬币的方式，压倒
犹他成为乐透抽签的第11号球队。第
11号抽签意味着Pacers有0.8%的机会中
状元签，有2.9%的几率中前三号签。
不过最大可能性还是在11位前后，目
前媒体预测会在这个排位附近被选中
的球员有：大前锋/中锋迈尔斯-特
纳，以及NCAA亚军威斯康辛的核心
卡明斯基。在5月20日的乐透抽签上，
一向在选秀中慧眼如炬的拉里-伯德
会为步行者带来怎样的潜力新星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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