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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悦 李鹏

35∶26！9月 10日，当河南男子
珍珠球队顺利战胜吉林队，取得第
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珍珠球项目三连胜时，文博、铁林
海这对好搭档兴奋地用力击掌相
庆。作为全队的最后一道防线，持拍
手文博和铁林海，以出色的防守能
力，成为球队取得三连胜的功臣。

“虽然我是汉族，林海是回族，
但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从练篮球
到练珍珠球，8年的朝夕相处，让我
们亲如兄弟。”文博介绍说，当初改
练珍珠球时，队里让他和铁林海担
当持拍手，除了他们个子高、动作灵
活的优势外，更看重的还是他们的
默契度。“有时候，我们互相打个手
势，就知道接下来要采用什么样的
防守战术。”

文博和铁林海都表示，虽然他

们民族不同，但在平常的相处中却
从来没有感觉到什么隔阂，通过开
诚布公地交流，在生活和比赛中产
生的矛盾很快就能化解。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开幕式
上，文博和铁林海都作为旗手参与
其中。在各代表团列队入场时，手
持河南代表团团旗的文博，以其矫
健的步伐走出了中原人民的精气
神。而手执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会旗的铁林海，也在宣誓台，
见证了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的每一
句誓言。

共同参加盛会的经历，让文博
和铁林海的兄弟情更加深厚。他们
也相约要一起走上体育教师的岗
位，去推广像珍珠球这样的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让更多的人了解
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并热爱体育、参
与体育运动。③6

八年兄弟八年兄弟 防守如盾防守如盾

◥◥珍珠球◣◣

◥◥押加◣◣ 9月 10日，押加比赛继续在郑州大学
室外排球场举行。图为两名运动员在赛前
热身。 新华社发

特刊特刊││0404
2019年9月 11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王恒昀 王斌 美编 周鸿斌

●● ●● ●●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尧
实习生 武梦瑶

9 月 10 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男女混合双蹴
项目决赛在河南工业大学体育训练
中心举行，最终，福建省代表队的李
圣辉和钟金雪击败湖北省代表队的
吕金花和杨海，将一等奖收入囊
中。当天恰逢教师节，赛场上一对
来自四川省代表队的师徒引起观众
关注。

观众称赞决赛质量高，
福建队打出罕见“8分球”

比赛刚开始，福建队便抢得先
机，上半场一直保持领先优势，对湖
北队形成比分压制，最终以 50∶39
的比分结束了上半场比赛。下半场
显然比上半场更加胶着，随着福建
队出现失误，湖北队抓住机会用一
个完美的4分球反超福建队，比分变
为 57∶59，湖北队领先 2分。赛场上
风云突变。“好球！”现场突然间爆发
出震耳的喝彩声，原来是福建队钟
金雪蹴出一个赛场上难得一见的“8
分球”，队友李圣辉同样发挥出色，
获得了连蹴两球的机会，将比分拉
至82∶71，福建队重回领先位置。李
圣辉、钟金雪随后乘胜追击，最终以
102∶86 赢得了这场至关重要的决
赛。

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李圣辉
说：“我们非常乐意交朋友，喜欢到
其他代表队交流，我们不仅是来比

赛的，更有把蹴球融入生活
里的感觉。”

教师节当天师徒同登场

四 川 省 代 表 队
的付立全和马兰是一
对师徒，他们一登场
总会引起观众的热烈
掌声。付立全除运动
员身份外，还身兼教
练 。 2015 年 ，年 仅
15 岁的马兰被付立
全选中参加第十届全
国民族运动会，首次
参赛就夺得了二等
奖，成为当年蹴球比赛最
小的获奖选手。“马兰参加运动会前
仅训练了3个多月，确实有天赋。”付
立全回忆说，当时他出于对身体条
件、球商、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考虑，挑
出了马兰这棵“好苗子”。今年，付立
全与马兰组成“师徒组合”，参加男女
混合双蹴的比赛。

彝族老将付立全是四川攀枝花
盐边县民族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
2001年，盐边县民族中学接到全省
民族运动会在绵阳举行的通知，这
个通知使付立全接触到了蹴球。虽
然赛前只练习了3个月，但他却一举
夺得金牌。在第十届全国民族运动
会比赛中，付立全获得第二名的好
成绩。今年46岁的他，已有18年的
球龄，是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的“四朝元老”。

“因为学校体育工作做得好，学
校蹴球队也经常参加全省、全国的比
赛，在这个过程中，盐边县民族中学
的名声渐渐大了起来。”付立全说，学
校蹴球队的优异成绩甚至成了学校
的招生优势，有了优质生源，也为蹴
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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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混合双蹴◣◣

▲9月 10日，混合双蹴决赛现
场激情四射。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许俊文 摄

▶图为女子单蹴比赛现场。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许俊文 摄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
梦飞）9 月 10 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陀螺项目小组赛
进入第二天的比赛。女子团体赛中，
河南队对战上海队的比赛尤为引人注
目。赛前，双方队员发挥出色，均取得
三连胜，并列小组第一，本场比赛也被
双方视为小组头名之争。

比赛开始，河南队进攻起效，连续
得分，上海队则接连失误，第一局比赛
结束，河南队以 23∶10领先。易边再
战，上海队调整状态，打出的陀螺速度
快、转速高，连续打出高分，赢得全场
欢呼，攻守转换时上海队以 37∶23反
超比分，压力来到了河南队一边，姑娘
们开始有些紧张了。

关键时刻出现在比赛的最后
一轮进攻，河南队年龄最小的刀
海琴首先出场。她抛出的陀螺准
确撞开对手，在比拼旋转时长的

时候，她的陀螺先出现了摇晃，看着远
处的陀螺，刀海琴单膝跪地，两只手像
捧着珍贵的宝物，“起来！起来！”希望
自己的陀螺能坚持住，但最终未能如
愿，仅收获 1分。随后出场的鲁明琼
也得 1分，分差缩小至 3分。队长鲁
春会压轴出场，在本场比赛中，她屡屡
贡献关键得分。鲁春会没有丝毫犹豫
地打出陀螺，对手的陀螺被撞飞向边
线，观众席爆发出喝彩声。就在这时，
对手的陀螺在距离边线十几厘米的地
方停了下来，“倔强”地旋转着，两个陀
螺长时间旋转，近一分钟的时间里，全
场鸦雀无声，队员和观众都在为自己
支持的队伍祈祷。

“3分！双方打平，进入加时。”裁
判喊出结果，观众热烈鼓掌。

进入加时赛，双方精神高度紧张，
均出现了多次失误。双方再次打平。

在常规比赛时间双方打成平手，
加时赛仍胜负未分，不少裁判员也表
示“这种情况不多见”。但按照比赛规
则，上海队打出 4分陀的数量多于河
南队，因此获得最终的胜利。③6

◥◥陀螺团体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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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球◣◣
““三朝元老三朝元老””双喜临门双喜临门

9月 9日，板鞋竞速项目在河南工
业大学田径场举行。图为运动员在
100米竞速比赛中。⑨3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许俊文 摄

9月 9日，陀螺比赛女子团体赛，
河南队对战湖南队，图为河南队队员
在进攻。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东华 摄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玮皓

9月 10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木球项目进
入第二个比赛日。当日无河南队
的比赛，宁夏和湖南两支传统强队
的交手成为重头戏。经过常规时
间和加时赛的激烈比拼，湖南队最
终以 1∶0击败宁夏队，对于湖南队
队员黄波来说，可谓是双喜临门，9
月6日，他的女儿刚出生。

湖南队和宁夏队是木球传统强
队，也是赛场上的老对手，在本届全
国民族运动会上，两队再次相遇。9
月10日下午，两队的第一场小组赛
在郑州市体育场举行。赛场上，双
方展开了激烈对抗，互相之间多次
威胁到对手的球门。由于常规时间
内难解难分，比赛进入加时赛，最
终，湖南队破门，以1∶0击败了宁夏
队。赛后，湖南队的土家族小伙儿
黄波笑开了花。

黄波是一名公务员，
他在大学时期就开始进
行木球训练，此次是他连
续第三届参加全国民族
运动会。上一届全国民族运
动会，黄波和队友一起为湖南
队夺得了木球比赛的一等奖，
他们战胜的正是宁夏队。

“全国民族运动会就像一个大
聚会，大家又相聚了，非常开心。”
黄波说。

对于黄波来说，本届比赛注
定会让他难忘。9月 5日，他们
抵达郑州开始备战，6日他收
到了女儿出生的消息，虽
然不能陪在妻女身边有
些遗憾，但对于这位全国
民族运动会湖南木球队
的“三朝元老”来说，这也
是一种动力，他将全力以赴参赛，
以最好的成绩作礼物，送给刚刚出
生的女儿。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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