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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天的洛杉矶，灼灼的暑热充满了空气，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而在 Pomona 羽毛

球球馆（Arena Badminton & Sports Club） 里，更是热气腾腾。这里正举行一场盛

大的羽毛球大赛。 

 

这次赛事由南加州高校联盟主办，联盟体育部承办，长城地产冠名赞助。本次赛事

得到联盟理事们，各校友会领导，联盟宣传部、财务部、法务部等执委和热心义工

的大力支持。有十五所学校的十一支球队参加的羽毛球比赛。158 名参赛者和 400

多人到场共襄盛举。一时间高手如林，战云密布。 

 

 

参加本届联赛的球队，通过 11 轮比赛，将分别同其他每支球队进行一场比赛，取

得积分。每场比赛双方各出 7 名选手，进行 7 局双打。每局 15 分。整个比赛共进

行 55 场，计 385 局比赛。 

 

1. 清华夺冠，不负众望 

 

经过了两轮的鏖战，清华队过关斩将，独占鳌头。清华队有十五名队员，是一支朝

气蓬勃而训练有素的队伍。队员们刻苦钻研，技术上精益求精，练就一身本领。他

们的球技不逊色于专业球员。比如说队员 Dennis 出国后才学打球。他爱琢磨，对

自己要求严格，直线扣球力量无与伦比。 

 

 



在第一轮的比赛中，清华对以 4:3 战胜了宿敌华南理工队，并以 7:0 完胜科大、华

中北航联队，交大和广外队。在第二轮比赛中，又 4:3 力克中山大学队和 6:1 横扫

南开、北大、浙大复旦联队和民航山大大工联队。以 103 的总积分夺得了冠军。 

 

 

 

 

清华大学校友队以十战全胜的佳绩勇夺桂冠。苏境坦领队和解子威队长运筹帷幄，赛前即

组织若干次集训，比赛中针对对手特点合理排兵布阵，球员们敢打敢拼，与华南、中科大、

中航山大联队、北大等联盟各路好手对抗，拿下一系列关键场次。前方队员征战，后方的

后勤和后援团也十分到位，保障了球队的士气和体力。 

 

 

清华校友会上下齐心协力，重视每一个对手，打好每一场比赛，充分贯彻了清华人严谨勤

奋的校训，也期待在未来的赛事中，球队继续团结一致，取得更大进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新的征程，即将开始。。。。。 



 

霸气十足（吴刚、文珺） 

 



全神贯注（王令全） 

 

全体队员请队长特别感谢冠名赞助商长城地产老总 Harry。 



 

2. 华工居二，虽败犹荣 

 

华南理工在南加州高校运动场上是一支劲旅。2014 年首次在高校松竹梅野餐会的

排球比赛亮相，一举拿下了排球冠军；在以后的历年中，又以催枯拉朽之势横扫松

竹梅排坛，获得三连冠、四连冠、五连冠的殊荣。 

 

华南理工在羽毛球上也是把好手。去年与清华队遭遇，进行羽毛球对抗赛，结果打

败了清华队。今年跟清华队狭路相逢。身兼教练的运动员杨力（追总）以为“躺着”

打也能赢，结果就这样“躺”输了一局。华南理工以 3:4 败给了清华队。这正所谓

“骄兵必败”啊， 

 

 



 

Sally 和 Simon 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拍档。由于多年来的耳目相濡，打得相当默

契。他们技术全面，意识性强，成为对手所以惧怕的混合双打选手。 



 

Sally 華南理工的女劍宗師 - 「無劍勝有劍」，劍道中的高手。 



 

钟志翔（Vincent)和黄冠是一对年轻有为的搭档。Vincent 网前轻掉，后场扣杀都挥

洒自如。黄冠意识性强，而动作灵活，往往给对手造成措手不及的杀机。他们倆的

双打是华南理工队的杀手锏。 

 

在与复旦浙大联队的交手中，他们偏偏遇上了两个娇小的小姑娘。华南理工的啦啦

队员都为小姑娘捏一把汗，有人甚至说华南理工胜之不武。 

 

正如人们所预期的，比分以大比分攀升，华南理工领先。好不容易小姑娘赢了一球，

顿时，华南理工的男啦啦队员大声地喊：“复旦加油！复旦加油！”。 

 

我们都被搞糊涂了，到底他们是跟在哪方？最起码他们应当喊：“复旦，华工，加

油！”。 



 

罗卫天跨步拍球。 



 

老波骨黄河宝刀未老 



 

队长张绯曼和 Kevin 陈最佳拍档 



 

Wilson 李挥拍严阵以待 

 

3. 中科大勇拿季军，异军突起 



 

中科大队战将如云，不可小觑。穿着黑球衣的小伙子犹如初生之犊，迅猛扑来。 

 

中国科大羽毛球队的队员们分布在整个南加州，北至千橡树南至圣地亚哥，大多数队员在

比赛前都没有见过面，但是在科大南加州校友会强大的支持下，队员们克服了初次合作的

生疏，一个队一个队的拼了下来，最后以十战七胜总积分 73 分，获得了团体第三名。其

中获胜的七场比赛中有四场打到了决胜的第七局，这些场比赛是科大能够取得第三名的关

键。按照参赛队伍的实力，第三名的争夺是最激烈的，最有悬念的，但是我们科大的队员

们齐心协力，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压力，超额完成了赛前的既定目标。 

 

陈盈舟，李凌雷 



 

许竞，杜云 

 

金文龙 



 

钱江源，许竞 



 

4. 交通大学 

 

交通大学队是南加一支劲旅。在第一周比赛惜败几场。在总结第一周比赛之后，交大队长

李金星与翟冬青调整阵容，全队出战第二周比赛，并在所有五场比赛中取得全胜。几位打

男双的主力 Zhenyu Song, Pingsheng Zhu, Frank Mao, Joe Luan 一路乘风破浪，垫定胜局。

Sally li 与 Frank Mao 的混双搭配对阵几轮男双都保持不败记录，成为我队排兵布阵的亮点。

在与北大的比赛中，Dongqing Zhai 与 Leo Liang 奇兵制胜。此外，Xuqiang Wu，Tom 

Tang, Michael Liu 都有不俗表现。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周所有比赛都以 4:3 获胜，几乎每

场比赛都打到紧张的决胜局，并且打决胜局的队员都有超常发挥。紧张的比赛中某队队员

负伤，交大队员 Rose 医生友情救助，使得负伤队员情况好转并且还能继续当裁判，体现

友谊第一精神。 



 

交大 Eva Chen 与 Frank Mao 严阵以待。 

 



交大 Rose Gong 与 Zhenyu Song 击掌庆贺胜利。 

 

Rose Gong 与 Jinxing Li 奋勇出战 



 

Zhenyu Song 与 Frank Mao 中流砥柱 



 

Joe Luan 技艺高超 

 



Pingsheng Zhu 一路凯歌 

 

常胜混双 Yanli Li & Frank Mao 

 

5.  北京大学 
 



北大队踊跃参赛。赛前，队员们克服困难、多次组织集训，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了默契。

比赛中发挥最出色的应属王牌男选手 Rong Yang，他无论是混双还是双打，都能发挥出他

步伐、身高的优势，胜率极高。第二个比赛日，刚刚从国内赶回的 David Gu，不顾时差、

腰伤的困扰，和 Rong Yang 一起带领北大队以 5-2 的好成绩啃下劲旅科大队。 

 

北大组成一支啦啦队。在场边，啦啦队发出震耳欲聋的“北大加油”的声音，让北大队员们

仿佛重回校园时代。北大校友会也大力支持本次活动，为队员们订制了队服、还提供了充

足的后勤保障。 



 

北大队员 David 发球。 



 

北大女队员文辉跃身救球。 



 

北大队员王希萌大步向前接球。 

 



北大队员陈泳接球英姿。 

 

北大队陈泳、延乐奋勇御敌。 



 

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拼搏、团结、坚持不懈是广外队伍的特色。作为规模最小、队员平均年龄最大、无联队外

援的队伍，广外团队丝毫不气馁，尽己所能战出风采。 

 



 

广外球员刘国良腾空扣球，Andy Li 迅速补位 



 

 

广外啦啦队的加油助威更成为赛场上的靓丽风景线，阵势不能输，每分都是爱，广外啦啦

队热情蔓延全场... 

广外队员在对手优势明显的情况下通过排兵布阵赢得一些场次的胜利，每次得分都让广外

团队成员紧紧凝聚在一起，为每一分激动呐喊。 

 



 

 

这一次比赛让广外校友们更加团结，收获难得的战友之情，感恩每一次挥汗，感恩每一点

进步，感恩欢声笑语的瞬间。广外，我们明年再战！ 

 

广外的队员有：黄樱、陈一通、丁子雄、周晓武、何 剑、张欣羽、刘国良、李一鸣、董

纯、副会长黄珺、张莉和年轻校友谢咏洁组织了惊艳全场的后勤补给和啦啦队。 

 



 

董纯 



 

左张欣羽， 右周晓武 

 

左丁子雄，右陈一通 



 

左黄樱， 右队长董纯 

 



南开大学代表队赛前一个月才开始组队，我们大部分队员年龄偏高而且完全没有比赛的经

验。 年龄和球技水平严重两级分化，与其它队伍相比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只有面

对现实，争取力所能及的成绩。我们远道而来两位年轻校友陈嘉杰， 池涵在和清华，华

工的对决中不畏强手，打出了水平和风格，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钦佩。我们队伍人员不多， 

但是大家团结合作， 不计得失。上场认真打好每场比赛， 下场为队友站脚助威摇旗呐喊。

极大的体现了重在参与以球会友的体育精神，同时也增进了校友们之间的友谊。 

 在此感谢高校联盟及组委会的辛勤付出， 为大家组织这么好的活动。我们会继续努力， 

厉兵秣马准备来年取得更好的成绩！  

  

 

 

 南开球员陈嘉杰飞步救球 



 

 



南开球员池涵空中扣球。 

 

 

 南开球员池涵，陈嘉杰预备接球。 



 

 

南开球员陈嘉杰，池涵，孙腾骞。 



 

8.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南加州校友会羽毛球队是一支赛前才临时组建的队伍，有些球员甚至是在

第一次比赛日之后才加入的。虽然我们组队仓促，缺乏配合训练，但我们斗志昂扬，

相互鼓励，努力在比赛中争取最好的成绩。 



 

林斌和方婷是我们的王牌混双，所向无敌。 



 



Junhao 奋力救球。 

 

猫姐和 Ken 宝刀不老。 



 

方婷，网前奋力一击。 



 

Harry英姿潇洒。 



 

9. 中航大山大大工联队 

 

中航大山大大工联队是由中国民航大学，山东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组成的联队。虽然参加

院校的数目最多，实为选手数最少的球队。一周两次的备战合练，增进了交流，更收获了

友谊。成绩第六，在 11 支参赛队伍中属标准中游。 



 

自左向右 四名队员 William，Evelyn Zhao，Anna Yi，Golden Huang 

 



自左向右 Anna Yi，Golden Huang 

 

10. 复旦浙大联队 

 

 

得知赛事筹办的消息后，为了争得复旦大学在洛杉矶高校中的一席之地，多位校友

积极报名，首次组成了复旦大学洛杉矶羽毛球校友队，并与浙江大学校友队组成联

队。比赛中两校队员们积极性高涨，知难而上，挺入 8 强。为本次比赛的卓越战绩

拼搏奋战的队员有：阴佳妮、徐鉴、陈熙、赵成武、陶镭、方乔、陆峻、宋浩、沈

国芳、沈滨。 



 

特别感谢复旦大学南加州校友会会长郦永刚先生和副会长王竞华先生亲自到场为队员鼓劲

和摄像，浙江大学南加州校友会会长孙旭东先生在幕后周到地协调，以及两校校友及亲朋

好友刘晓斐、冯立、汪佳力、刘佰林、 朱丽蓉、孟捷等远道而来为赛队助威。 



 

徐鉴、方乔 问球有方  

 



阴佳妮 沉着冷静的发球  

 

赵成武 起跳扣杀的英姿  

 

陈熙、沈国芳 不畏劲敌，赢得美誉 



 

11. 华科大北航联队 

 

华科大北航联队由华中科技大学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南加州校友们组成，是一支

越战越勇的队伍。最初，在接到报名邀请后，该队由华中科技大的五位校友和北航

的两位校友组成，随后队伍不断壮大。作为一支新组成的队伍，大家的磨合期比较

短。尤其是初期，华科大北航联队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女选手稀缺，一些校友由

于长期没打球在手感、体力以及装备上亟须加强。尽管如此，两校校友自发的寻找

机会进行配合训练，尤其是校友 Amanda，不仅负担起队内训练的协调，更是积极

寻找机会与其他团队的队员们进行对练。在队员们训练成果初见成效的同时，第一

个比赛日前夕，通过组委会的校友网络介绍该队收获了一位优秀的女队员 Karen。

得益于 Karen 的加入，该队的混双实力提升，多次斩获关键分。在第二个比赛日前，

联队又喜得超能力队员 Amy 的加入。Amy 在之前几乎没有机会进行磨合训练的情

况下，多次以混双对战男双，上演一字马救球，奋战到双腿抽筋。 



 

华科大北航联队运动员 



 

北航校友会 

 



Amanda 和牛少博 



 



Amy 

 

Tony和陈震 

高校联盟举办的首届羽毛球大赛圆满地落幕了。通过相互球艺的切磋增进了各校校

友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加强校友之间了解并增进彼此的友谊。这次盛会成了沟通各

学校校友活动的纽带和桥梁，将对将来南加高校联盟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最后提供些实况录像，供参考。 

 

大赛颁奖仪式由本次打赛主要组织者，来自山东大学的联盟体育部专员丁伟主持。 

 

 

清华大学队获得冠军，由联盟会长邱少怀颁发 
 



 

华南理工大学队获得亚军，由冠名赞助商长城地产负责人 Harry 颁发 
 

 



 

中国科技大学队获得季军，由来自北京大学的联盟体育部长陈泳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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