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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代表团

代表团新闻发布会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得到有效传承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冯
刘克）9月 10日下午，在郑州奥体中心新闻发布厅，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疆代表团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新疆代表团副团长、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民委主任买合木提·吾斯曼说：“新疆各级
党委、政府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氛围
日益浓厚，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

买合木提·吾斯曼介绍：“新疆不断探索创新促进
民族团结的载体和方式，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
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结亲
周’活动，112万多名干部职工与169万多户基层各族
群众家庭结对认亲，千方百计为基层群众办好事、做实
事、解难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
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搭建了交往交
流交融的平台，打通了加强民族团结的‘最后一公里’，
凝聚了人心、汇聚了力量，各民族你来我往、融情相处，
成为天山南北的亮丽风景。”目前，新疆坚持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推
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和旅游
产业发展，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买合木提·吾斯曼说：“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的举办，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
发展，提高了各少数民族的综合素质，丰富了各族群众
的文化生活，增强了民族团结，同时带动了地方城市建
设和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推动了新疆社会事业
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副
局长居来提·喀斯木介绍了新疆代表团的情况。③5

□本报记者 谭勇

9月 8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在郑州开幕，郑州进入民族盛会时间。为保障盛
会顺利举行，消防安保的暖心事在不停上演。

消防安保暖心事

9月 7日，一位消防指战员从郑州奥体中心悬于
半空的灯架上下来，他厚厚的作训服已经湿透。

记者问他：“从50多米的高空下降作业，怕吗？”
“有点怕。”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但马上又说，“我

们的任务就是确保这片区域万无一失，让观众能好
好地看开幕式，这点儿困难不算什么。”他的眼神真
挚而又坚毅。

这些消防指战员的默默奉献和守候，是安全最
坚实的保障。

9月6日，郑州奥体中心。开幕式演出场地与观
众席之间，有道两米多深的“壕沟”。安保人员整齐
划一地跨立着，透着英武之气。他们背后，一墙之
隔，开幕式彩排正在进行，炫目的灯光，华丽的演出，
近在咫尺，他们却一眼也看不到。

“看过带妆彩排没有？”
“没。”
“想不想看?”
“想。”
我告诉他，现场灯光特效特别漂亮，他咧嘴笑

了。
“他们一欢呼，我们就知道节目肯定很精彩。不

过没关系，他们看得开心，我们看着他们，安心。”

10公里，是执勤点和家之间的距离。
21天，是5岁的小举与妈妈分别的时间。
9月9日晚上，在执勤点，一看到妈妈，小举便飞奔

过去，妈妈李真真赶紧一把抱住他，小举却调皮地把
妈妈的帽子摘了下来，戴在了自己头上。

小举尝试着把帽子给妈妈戴上，几次都
没有成功，妈妈接过帽子戴上，悄悄地抹了下
眼角……

小举很开心，结束当天执勤任务的
妈妈可以好好陪他了。③5

是谁在默默守候

这么近却那么远

10公里与21天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冯刘
克）9月10日下午，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湖南代表团在郑州奥体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发布
会。湖南代表团秘书长、湖南省民宗委副主任曹承明
介绍了湖南加快发展改善民生、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
情况。

曹承明说，多年来，湖南把展示少数民族文化魅
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兴盛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的亮丽工程，在民族特色文化创造性转化中建设共
有精神家园。目前，湖南拥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达
99项，其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入选45项；在220项
省级非遗名录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入选131项。

立足民族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湖南发掘有
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文化精髓加以宣传推介。永顺老
司城彰显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萌芽的精髓；溪州铜柱
是和平解决民族矛盾的历史见证以及自治和平安宁的
象征；土家织锦、苗绣、凤凰纸扎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增
强了民族文化自信，增进了民族之间的凝聚力。

多年来，湖南紧紧围绕“民族特色”做文章。在“十
三五”期间，湖南对全省具有较高保护和开发价值的
2000多个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开展基础性保护工作，并
重点保护和发展200个左右少数民族特色村镇。

曹承明介绍，湖南把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使命，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作为创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序开发特色优势资
源，加快项目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③6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冯
刘克）“黑龙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经活起来、
火起来。在梅里斯达斡尔族区，贝阔项目已经成为
各级学校的必备课程，也成为普通家庭喜爱的传统
体育项目。在赫哲族聚居的乡村，鱼嬉、叉草球、鱼
王角力等体育项目更是乌日贡大会等民族节日的常
见项目。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传承。”9
月 10日下午，黑龙江省民宗委副主任缪文辉在第十
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黑龙江代表团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据介绍，黑龙江省奋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事业发展。经过不懈努力，赫哲族聚居乡村已
具备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条件。2017年，黑龙江
省唯一的民族自治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摘掉了
贫困县的帽子。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项
事业蒸蒸日上。

缪文辉介绍，此次运动会上，黑龙江省代表团共
参加了民族式摔跤、板鞋竞速、民族健身操、押加、珍
珠球等5个竞赛项目和瑟宾献猎、鱼嬉、叉草球、贝阔
等4个表演项目。参加的项目虽然不多，但充分体现
了黑龙江近年来挖掘整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
新成果，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色。如
瑟宾献猎是上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以后新挖掘整理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还有赫哲族传统体育项
目鱼嬉也是新挖掘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两个
项目都是第一次在全国民族运动会上亮相，丰富了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形式，展现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的体育价值和文化价值。③6

推动少数民族文化
繁荣兴盛

湖南代表团

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

新疆代表团

舆情暖焦点

□本报记者 黄晖

9 月 10 日，第 35 个教师节。在忙
碌的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民族式
摔跤比赛现场，裁判长王建华没少收到
来自学生的敬意和祝福。“我带过的学
生今天也发来祝福，很开心也很欣慰。
同时，出任裁判长，为全国民族运动会
出力，更是一件自豪的事情。”王建华笑
着说。48 岁的他，是天津城建大学体
育部的教师。

天津曾诞生过李瑞东、卜恩富以及
“四大张加一王”等传奇摔跤高手。王建

华自述的摔跤启蒙过程，印证了津门摔
跤的深厚群众基础：“因为小时候生活比
较单调，小伙伴们在一起就玩摔跤，中学
时代我也练过中国式摔跤。”王建华说，
他在学生时代参加过学校、省级的一些
比赛，1992年考入天津体育学院，师从
著名民族式摔跤、中国式摔跤教授刘金
亮。

参加裁判工作26年的王建华先后担
任过全国体育大会、全国农民运动会等
大型赛事的裁判工作，并在上届全国民
族运动会上任民族式摔跤项目副裁判
长。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民族式摔跤比

赛开赛后，王建华和同事们就进入了“最
忙碌时段”。裁判长的职责与裁判员不
同，主要专注于协调竞赛进程、裁定运动
员申诉、统一裁判员的判罚尺度等工
作。概括说来，在跤种多、规则复杂、一
等奖最多的竞赛项目民族式摔跤中，裁
判长的责任，就是对项目、运动员、比赛、
裁判员负责。

“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六个跤种背后，
都代表着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这对于各
民族文化的传承很有帮助。此外，摔跤
也能强身健体，培养运动员的综合品质，
是很好的体育运动。”王建华说。③9

“希望带更多孩子走出贫困山区”

裁判长忙碌的教师节

赛场上别样的教教师师节节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杨

“吹起芦笙传情，跳起舞蹈踏
月，这是苗家儿女千年不变的爱情
习俗。”9 月 10 日，在第十一届全

国民族运动会表演项目现场，
贵州代表团带来的《飞笙踏月》
表演让现场气氛瞬间活跃起
来。

“这是我们苗族自古传承
的芦笙传统体育舞蹈。”编导兼
教练胡征兴介绍，表演的特点

是以吹芦笙跳体育舞蹈为
主，舞步以矮桩步为主，表
演时是真吹真跳，达到笙舞

合一。
刚刚表演完的祝

茂兰汗水还在一滴滴往下落，她告
诉记者，这个舞蹈非常需要体力，
训练很辛苦，“我们每天早上要跑
8公里，肩上还要扛着木头。”

“胡老师常说，让我们想象自
己是一个男孩子，拿出比男孩子更
大的劲头去训练。这是我们苗族
的文化，我们应该把它传承下去。”
18岁的祝茂兰动情地说。

“孩子们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
型的演出，还有些紧张，没有完全
发挥出来。”尽管成绩不错，胡征兴
对参加表演的孩子们寄予了更高
的期望。“希望我们的芦笙声音能
更大，跳的动作能更好。”

9 月 10 日是教师节，也是胡
征兴12年教师生涯中第一次在这

么大的赛场上过节。“今天有很多
学生给我发信息，有两个一起来参
加比赛的孩子不好意思当面说，也
给我发了短信。”胡征兴告诉记者，
那两个孩子要出去读书，发信息说
以后可能没机会和大家经常
待在一起，很不舍，看完让人
很感动。

“他们都是贫困山区
的孩子，很不容易，我都
是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对
待 。 我 身 体 一 直 不 太
好，但我还是想把更
多的技能教给他们，
让 更 多 的 孩 子 能
走出大山。”胡征兴
说。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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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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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代表队在
进行民族健身操比
赛。 新华社发

上海代表队表演项目
《布鲁光斯基撒铛基》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安徽代表队表演项
目《徽之韵》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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