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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加◣◣ 赛场上的赛场上的““成人礼成人礼””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高鹏

当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后，双方迅速
抓抱对方，展开力量、速度、心理、技术
等方面的较量，采用背、绊、抱腿等招
式，使对方的膝、臀或背部先着地，以把
对手摔倒为胜。

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的民族摔跤赛场上，观众能充
分感受到摔跤这项传统技艺的魅力。

“加油！加油！”9月 11日下午，在郑州
大学中心体育馆内，不时传来观众的加油喝
彩声。在场馆中央的摔跤手们正在橡胶垫
上“较劲儿”。

来自河南周口的李慧林，有着近 1.9米的身
高，身材壮硕，体重达 105公斤。本届运动会，19岁
的李慧林代表河南队参加绊跤项目90公斤以上级别
的比赛。

当天的循环赛上（不计名次），他面对的是一名年
龄比自己大、体重比自己重的摔跤好手。两人“你来
我往”，时不时传出低声闷喊，这场比赛吸引了观众们
的注意力，每当有人被摔倒在地，就响起喝彩声。

面对“4比 8”的比赛结果，李慧林并不服气，“对
方比我重，经验丰富一些，我还是有点着急了，状态也

没调整好”。
2008年，年仅 8岁的李慧林在曾学习

过散打的父亲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中国式

摔跤，一直
坚持至今，曾获
得2017年中国式摔跤
冠军赛的全国冠军。

“可能大家都觉得
蒙古族摔跤有先天性优势，但我的灵活
性、体力、技巧更好。”李慧林说，他的正式比赛在9月
13日，希望到时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为河南代表队
获得好成绩。③5

1919岁小将岁小将
赛场赛场““较劲儿较劲儿””

◥◥摔跤◣◣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玮皓

9月 11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木球比赛进入第三
个比赛日，河南队在与江苏队的小组赛中以 1∶0取胜，成功锁定八强席位，这
是河南队在本届木球比赛中打入的第一个运动战进球。

在此次木球比赛中，湖南、重庆、宁夏、河北4队分在A组，该组只需通过
小组赛排定名次。而河南、北京、云南、青海和江苏5队分在B组，
按照规则，该小组的最后一名将遭淘汰，因此，B组也被称为死亡

之组。本场比赛前，河南队的战绩为一胜一负，而多赛一轮
的江苏队则遭遇了三连败。对于江苏队来说，此役
他们必须取胜，才有出线的可能。

不过，江苏队想要攻破河南队的球门可没那
么容易，河南队在前两场比赛中常规时间内一球
未丢，比赛都是通过点球决战分出的胜负，防守

一直是河南队的强项。
虽然气温骤降，但丝毫不影响运动员的

斗志和观众的热情。上半场，两队陷入胶
着。易边再战，河南队利用一次角球，由 1
号队员范存洛攻入一球，随后河南队顽强
地守住了胜果。至此，江苏队四战皆负遭

淘汰。
“我们开出角球后，第一次射门被

对方挡了一下，球在门前快要停住的时
候，范存洛机警地冲上去把球补
进。”河南队教练郑卫说，范存洛
是河南队的主力，攻守兼备，在
平时的训练中水平也非常高。

范存洛开心地说：“前面两
场比赛我们打得很压抑，
一直没有取得进球，这场
终于打出我们应有的水
平，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
舞。”③6

河南锁定河南锁定
八强席位八强席位

◥◥木球◣◣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晓明

9 月 11 日下午，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高脚竞速比
赛在河南工业大学田径场进行。来
自东道主河南队的两位运动员彭光
祥、向绍峰发挥出色，在 2×100 米接
力复赛中以 54秒 85的成绩获得复赛
第六名，顺利晋级决赛。

高脚竞速是一项起源于苗族和土
家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向绍峰是
一位来自河南南阳的土家族小伙儿。

“我今年 14岁，13岁时开始练高
脚竞速项目，现在已经练了一年
多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
的赛事，感觉和平时在学校的训

练很不一样，在赛场上会
特别兴奋。”向绍峰说。

这次复赛的前八名可

以进入决赛，向绍峰和彭光祥组合以
第六名的成绩通过。谈到这个成绩，
向绍峰说：“这个结果我很满意，之前
想的是能进复赛就不错了，没想到顺
利晋级决赛。”

在 9月 10日的预赛中，由于下雨
地滑，向绍峰在比赛中摔倒。复赛时
再遇下雨天，向绍峰吸取教训，在
弯道转弯时稍作减速，在直道上
加速。“弯道不敢加速，怕摔跤。”
向绍峰说。

已经进入决赛，向绍
峰的目标是进入前
三名，他说：“想提
高成绩，最后一百
米还要再努力冲刺
一下，两个人的配
合要再默契一
些。”③5

同台比拼
尽显 情

◥◥高脚竞速◣◣
我省健儿晋级决赛我省健儿晋级决赛

◥◥花炮◣◣

□本报记者 黄晖

“太累了，体力消耗很大。”9月
11日，刚刚走出赛场的李卫航在细
雨中摸着脖子对记者说。当天，第十
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押加比赛继续进行，76公斤级河南
选手李卫航四轮战罢两胜两负，这个
有风雨也有彩虹、脖颈通红又生疼的

“成人礼”，一定会令他终生难忘——
9月14日，是他18岁生日。

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押加比赛，
河南省代表队由 6名回族、蒙古族、
壮族运动员组成，回族小伙儿李卫航
是他们中年龄最小的。记者开赛前
到 河 南 省 重
竞技运动

管理中心“探营”时就曾采访过李卫
航，当时他表示：“这届运动会也是我
的‘成人礼’，是我成长的标志。”

押加运动在河南开展规模有限，
所以没有专业的运动员，这支河南省
押加代表队的运动员都是从举重、摔
跤项目中选拔而来。河南省重竞技
运动管理中心教练张会超戏称他们
是“业余高手”，“业余”意指他们并非
专业押加选手，“高手”则是说这些队
员个个都经过严格筛选，绝非泛泛之
辈。李卫航13岁就开始练习体育项
目，最初习练的是古典式摔跤，2017
年全国少年古典式摔跤锦标赛，他拿
了 76公斤级的第三名，并最终进入
河南省古典式摔跤队。“押加比赛力
量是基础，技术是保障。”张会超介

绍，李卫航摔跤经验丰富，不只力量
强，身体协调性也非常好，这点在押
加比赛中非常重要。

从 5月份入选河南省押加代表
队，经过每天至少 6个小时的艰苦训
练、对抗比赛走到今天，李卫航还在
琢磨押加运动的奥妙，“这个运动很
难，对体力要求很高，而且不光要有
力量，发力的技巧也很重要”。

记者再次提起“成人礼”的话题，
李卫航微笑着说：“挺好！”至于有什
么感想和心愿，小伙子说：“再过两天
就是生日了，希望到时候可以放松一
下。”

赛场外的简短采访之后，记者与
李卫航匆匆握手作别，并提前祝贺

“生日快乐”。③6

99月月 1111日日，，民族摔跤项目激烈民族摔跤项目激烈
角逐角逐。。⑨⑨33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铮王铮 摄摄

9月 11日，郑
州市体育场，木球
分组循环赛在雨
中进行。图为河
南队与江苏队比
赛中。⑨ 3 本报
记者 聂冬晗 摄

9月11日，重庆队队
员与广东队队员在花炮
比赛中争抢。 新华社发

图为9月9日进行的高脚100
米竞速比赛。⑨3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许俊文 摄

本届运动会可欣赏
六种民族式摔跤

○藏族式摔跤——“北嘎”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族式摔跤“希日木”

○草原上的“饿狼传说”——蒙古族式摔跤“搏克”

○流传千年的维吾尔族式摔跤——“且里西”

○盛行于回族、满族的中国式摔跤——绊跤

○彝族的体育之花——彝族式摔跤“格”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高鹏高鹏 整理整理））

□本报记者 李悦
本报通讯员 贾莹莹

由于攻防转换快、对抗性强，一直
以来，珍珠球项目都是年轻人的天下。
但在本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的珍珠球赛场上，拥有不少大姐级、
阿姨级选手的山东女子珍珠球队却吸
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在这块青春洋溢
的赛场上，这支由老中青三代组成的队
伍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我们这支队伍老的老、小的小，队
员年龄从17岁到58岁，跨度极大。这次
来郑州，我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争取在
和强队的交手中，提高自身水平。”山东
女子珍珠球队主教练程峰介绍，这支队
伍的队员全部来自山东省淄博市，2018
年她们曾代表淄博市参加了山东省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获得第一名。

由于实力上的差距，本届比赛，山
东女子珍珠球队两战皆负小组出局。
对于这样的结果，队里的老大姐——
58 岁的回族队员刘祥华多少有点遗

憾。“年轻的时候我是一名篮球队员，最
好的成绩是打到省级比赛。这次参加
全国民族运动会，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
性的大赛。”与众多喜欢参与广场舞锻
炼的同龄老姐妹们不同，刘祥华喜欢参
加竞技性强的体育运动，用她的话来
说，与年轻人在一起，自己也感到青春
了许多。

在山东队，刘祥华并不是队里唯一
的阿姨级选手，14名正赛选手中，有 5
个人年龄都超过了 40 岁，这 5 名“超
龄”选手被队里的小姑娘们亲切地喊阿
姨。17岁的年书璇表示，跟这些阿姨
在一起，她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代沟，“训
练比赛时，刘阿姨她们是队友，生活中，
她们又是长辈，经常告诫我们要训练学
习两不误”。

谈到这次比赛经历，刘祥华说，她
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喜爱珍珠球这项
运动，能和这些年轻人同场竞技，感觉
自己的身体还是挺棒的。如果有机会，
她想参加下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③6

不爱广场舞不爱广场舞 独爱珍珠球独爱珍珠球
◥◥珍珠球◣◣

▼图为 9月 10 日进行的河南队
与西藏队珍珠球比赛现场。⑨3 本报
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