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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可）9 月 9
日，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F 区开幕，
免费对公众开放。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迎伟
表示，在全国上下热烈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第十一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开幕之际，由省发展改革委、郑州
市政府联合承办的这次成就展，
主要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能够切身
感受到 70 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发
展的光辉历程和辉煌成就，激发
亿万中原儿女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的巨大热情。

这次成就展共分 5 个篇章，
按照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到党

的十八大以及党的十八大至今
三个阶段渐次铺开。其中，《牢
记嘱托奋力出彩》这一篇章，集
中展示了河南站位新时代，在发
展中展现出的突出亮点。《大河
潮涌砥砺奋进》《龙头扬起逐梦
远航》两个篇章，一个从全省的

“面”出发，一个从郑州的“点”出
发，让公众感受到河南日新月异
的发展变化。

这次成就展 9月 9日至 10月
5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F区一
楼举行，展览面积 1500 平方米，
与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
同期同地展览，由文化长廊作为
连接通道，大家可依次进行参
观。③6

本报讯（记者 何可）9月 9日下午，第十一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贵州代表团在
郑州奥体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记
者从会上获悉，近年来，贵州民族自治地方贫困
人口从492.1万人减少到87.86万人，贫困发生
率从 31.8%下降到 5.58%，在全省民族地区脱
贫攻坚中，民族传统体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介绍，贵州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
发展和宣传推广，挖掘一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资源，在保留优秀民族体育文化内涵的基础上，
将其打造成为文化产业项目，推动民族文化资
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
提供产业、就业支撑，努力帮助更多少数民族贫
困群众走上增收致富之路。端午节龙舟赛已成
为贵州省多地拉动旅游经济的重要文化名片。
黔东南州台江县民族体育器材厂已成为高脚、
板鞋等器材的全国主要供货商之一，带动了当
地群众就业增收。民族体育表演项目“滚山珠”
成为毕节市部分民间艺术团体开展商业演出的
主要内容。

民族传统体育还助力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贵州积极探寻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市场及群众
增收致富的有机结合点，努力推动优秀民族体
育项目进入旅游景区，丰富民族文化旅游的内
涵和业态，提高旅游业发展质量和水平，实现民
族体育与旅游的良性互动，助力贵州省旅游井
喷式增长，为贵州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
作出积极贡献。目前，独竹漂已成为赤水市大
同古镇景区的独特表演节目，花样陀螺、猴面鼓
表演成为荔波县部分景区深受游客喜爱的旅游
项目。③6

本报讯（记者 何可）9月 9日下午，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西藏代表团在郑州
奥体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民主改革
60年来，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得到有效传承。

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局长、西藏代表团副团长
尼玛次仁说，在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得到了有效传
承。2006年以来，“当吉仁赛马会”“拉萨风筝”

“蹄骼”等 22个项目被列入国家和自治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由西藏推荐的押加、北嘎等
项目列入全国民族运动会竞赛项目，得到有效推
广普及。

西藏以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为抓手，推动全民
健身活动实现常态化、品牌化，把日喀则者下斗牛
节、山南打牛角、林芝响箭、那曲恰青赛马节等7个
项目列为市级全民健身民族传统项目特色品牌。

多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保护与传承被誉为民族文化“活化
石”的传统体育，让少数民族文化在发展中重新焕
发活力，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尼玛
次仁说，在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上，西藏自治区的
表演项目新增了强杆踏许、打牛角、古朵、藏棋等。

据介绍，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是世居高原人群
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体现了地域特点、民族心理、社会风尚、生活习俗
和宗教信仰。在历史发展长河中，藏民族因地制
宜、因陋就简，发展了投掷、马术、射箭、抱石头、北
嘎、押加、马球等具有娱乐性、表演性和竞赛性的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场地条件要求不高、技术
要点易掌握、适应性强的特点，成为民众交流的桥
梁和纽带。③5

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展开幕

西藏民族传统体育
得到有效传承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助力脱贫攻坚

9月9日，郑
州市体育场外，志

愿者们整装待发。据了
解，为更好地服务第十一届全

国民族运动会，我省从22所高校招募了
7000多名赛会志愿者。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徐建勋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冯刘克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来举办的首次民族体育盛会，是党的
十九大以来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一次大
展示，是各民族体育文化成果的一次大
检阅。各族群众在运动会上欢聚一堂、
深入交流，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既展示
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崭新风貌，又唱响携
手奋进新时代的民族赞歌。”9月 9日，第
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组
委会副主席、国家民委副主任郭卫平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此次运动会的举办适逢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在郭卫平看来，本届运动会广
泛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政策，营造
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
氛围，展示了伟大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通过
运动会，各民族礼赞中华，祝福祖国。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首
次在中部省份举办。郭卫平说：“河南是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运动员会聚中原，深切体验中华文
明的博大精深，深切感悟民族团结的重
任所在。运动会必将进一步促进各民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新时代新使命。郭卫平认为，进入
新时代，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承担着新的重大
责任，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一是民族
团结。自1953年首届运动会举办以来，
始终秉持其鲜明的政治属性，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不
论是运动会的宗旨、定位，还是运动会的
赛事、活动，始终把促进民族团结摆在重
要位置，强化的是团结，体现的是团结，
实实在在做的是团结。民族团结是各民
族的最高利益，民族团结永远是我们高
举的大旗，永远是我们前进的灯塔。二
是弘扬精神。国家法定的活动、群众喜
爱的运动、四年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已经成为各民族共庆共
享的盛大节日。运动会集中了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优秀项目，而这些运动项目来
源于生活、丰富了文化、滋润了身心。要
坚持以群众喜爱、群众参与为导向，在覆
盖面、吸引力、高质量上下功夫，让更多
的各民族群众投身到全民健身运动、建
设健康中国，让更多的各民族群众汲取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力量。三
是人心凝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
循。运动会要紧紧连接 56个民族兄弟

姐妹的共同命运，牢牢增进56个民族兄
弟姐妹的深厚亲情，让中华大家庭其乐
融融、美美与共。要进一步体现：同台竞
技，56个民族共展奋发向前的新时代民
族风貌；同台互鉴，56个民族共筑引领
未来的新时代精神家园；同台携手，56
个民族共谱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壮丽诗
篇。

下一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将会加强和改进。郭卫平介绍，将
坚持守正创新，继续保特色、求务实、扬
正气、树新风，淡化金牌意识和锦标意
识，强化凝聚人心和民族团结，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将突出民族特色、民族
传统体育的特点，进一步完善民族大联
欢、学习交流考察等活动，进一步完善运
动会筹备组织理念观念，充分体现运动

会“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民
族团结和群众体育的盛会”的定位；将进
一步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的群众性、规律
性，不断完善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设置，
不断完善比赛规程、规则等机制制度，推
动赛事的规范化、制度化，使运动会更加
丰富多彩、更为群众喜闻乐见；将坚持时
代引领，根据时代的不断发展和群众的
精神需求，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把运动会办成促进民族大团结的生动课
堂、增强“五个认同”的教育阵地、凝聚实
现民族复兴梦想磅礴力量的重要盛会，
全面提升运动会的影响力、凝聚力。

群雁高飞头雁领。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就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

“头雁”，具有引领、带动少数民族体育活
动开展的功能。郭卫平说：“民族传统体
育是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社会实践
中孕育产生的，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
地域特征，与各民族经济文化息息相关，
需要加大力度，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同时，要切实
发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带
动和引领作用，进一步弘扬民族体育精
神，推动运动项目的广泛普及，支持各地
结合本地实际拓展创新更多体育活动，
增强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的参与度，
全面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促
进民族体育事业的发展。”③9

办好运动会办好运动会 促进大团结促进大团结
——访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组委会副主席、国家民委副主任郭卫平

本报讯（记者 何可）9 月 9
日，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展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免费对公
众开放，中国历史上关于竞技比
赛的一座最早“奖杯”——西周柞
伯簋等700多件文物集中亮相。

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
家体育总局、河南省人民政府主
办，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国体育博
物馆、郑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中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中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挖掘最深、规模
最大的一次展览，是对 70年来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发展的巨大
成就呈现最立体、最丰富的一次
展览。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展览的
文物和资料涉及上下两千年 100

多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涵盖了
全国所有少数民族，共展出 400
多套700多件文物。

1993 年出土于河南平顶山
应国墓地的柞伯簋也出现在展览
中。这件珍贵文物是迄今为止考
古发现的中国历史上关于竞技比
赛的最早的一座“奖杯”，再现了
西周时期周康王举行大射礼，柞
伯射箭夺冠并用周康王奖励给他
的铜料铸造一座青铜簋以作纪念
的历史事件。中国民族博物馆副
馆长郑茜说：“柞伯簋彰显了河南
省在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历史上的
重要性。”

本次展览从 9月 9日—10月
5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F区一
楼举行，展览面积为 1500 平方
米。③9

最早“奖杯”柞伯簋亮相郑州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
免费开放

运动会必将进一步促进各民
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本报讯（记者 杨凌）9 月 9
日，记者从郑州宇通客车集团获
悉，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期间，将有 1800辆
宇通客车为运动员、表演者、嘉
宾、志愿者和市民提供安全、便
捷、舒适的交通服务保障。

据了解，这 1800辆宇通客车
由 40多辆宇通高端公商务车 T7
和 600 辆宇通新能源客车领衔，
涵盖了通信指挥车、防暴运兵车
等多个种类，堪称中国制造客车

品牌有史以来服务大型赛事的最
强阵容。

作为扎根郑州的民族品牌，
宇通以“东道主”的身份牵头用车
服务保障。为了圆满完成任务，
宇通很早就启动了服务保障工
作，派出 5 个服务团队配合组委
会提前制定服务预案，确保高效
及时响应。目前，宇通已在郑州
市内设置多个流动服务点，负责
车辆技术指导、配件保障等工
作。③6

1800辆宇通客车服务盛会

9月 8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仪式前，演
员们在郑州奥体中心前合影留念。⑨3 陆海伟 摄

本报讯（记者 何可）9月 9日下午，参加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广
西代表团在郑州奥体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广西代表团在本届运动会上不仅要
展现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雄风，还要展示
广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深厚底蕴和艺术美
感。

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之一，
是我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
上通道的省区，壮、汉、瑶等12个世居民族和
睦相处，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广西
各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特色鲜明、形式多样、
异彩纷呈，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底蕴。

代表团相关负责人说，本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广西代表团共参加13个竞赛
项目和8个表演项目，参赛运动员332人。

在 9月 8日的开幕式上，观众欣赏了 30
秒驻停文艺表演，这些经过精心编排、专家指
导的节目把广西多姿多彩、绚丽璀璨的民族
传统文化展现在世人面前。

同时，不少运动会项目也充分体现了广
西的少数民族特色，例如竞赛项目中的花炮
项目作为广西推广全国的传统运动项目，是
广西一直以来的优势项目，是流行在侗族、壮
族、仡佬族等民族中的一项极具特色的民间
传统体育活动。《背着铜鼓山过山》《八仙舞》
《高桩舞狮》《板鞋龙舞》《庆丰年》等本次运动
会的表演项目，皆来源于广西少数民族传统
歌舞、民间活动，是歌舞与民族传统体育的有
机结合，具有很强的竞技性、观赏性和趣味
性。③9

充分展现广西少数民族
体育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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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晖

“河南的变化真大！”9 月 9
日，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民
族式摔跤比赛开始，河北代表团
民族式摔跤队教练员田景生感慨
颇多。

田景生老家河北唐山，只来
过两次河南，上一次来，还是上世
纪八十年代以摔跤运动员的身份
在郑州参加全国摔跤锦标赛。提
起河南的变化，田景生赞不绝口：

“乘坐高铁进入河南境内，整个环

境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让我感到难
以置信；从酒店到摔跤场地 40分
钟的车程，途中看到的高楼大厦
和绿化特别棒。”

田景生已出任摔跤教练员20
多年，本次是他第四次带队参加
全国民族运动会。说起来郑州参
加盛会的感受，他告诉记者：“无
论是接待的志愿者，还是酒店的
服务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都给
人宾至如归的感觉。等回到家
乡，我会把了解到的河南介绍给
亲朋好友。”③5

河南变化大 盛会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