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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玮皓

“没有想到，郑州人这么热情，送给
我这么大的惊喜，让人特别感动。”9月
12日晚，郑州中州国际酒店内，头戴生
日帽的珍珠球项目裁判员万利异常激
动。

当晚用餐时间，珍珠球项目的裁判
员都在自助餐厅内用餐，突然灯光暗了
下来，悠扬的《祝你生日快乐》音乐响起，
一个点着蜡烛的漂亮生日蛋糕被工作人
员推到了万利身边。餐厅里所有的人都
对万利鼓掌祝福，收到意外惊喜的万利
连连感叹。

万利是湖北恩施人，从珍珠球运动
员、教练到裁判，他都经历过。身为第十
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珍珠
球项目的裁判，他近来每天都在紧张忙
碌中度过，本来并没打算过生日，没想到
组委会竟然给送来了惊喜。珍珠球项目
竞赛委员会主任孙海告诉记者，当知道
9月 12日是万利的生日后，组委会专门
为他准备了这场精彩的生日小Party。

首次来郑，万利说自己对郑州的印
象很好，“中原文化底蕴深厚，人很热
情。这次比赛，无论是组织安排，还是住
宿接待，都非常体贴周到。尤其是比赛
场馆的选择，特别到位，每一个场馆内都
有练习热身的地方，供运动员比赛前做
热身运动，有利于以更好的状态进入比
赛。”③4

生日收到意外惊喜

这位裁判感叹
郑州人的热情

代表团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冯刘克）9月 13日，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湖北代
表团在郑州奥体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
新闻发布会。湖北省民宗委副主任吴
红娅等对湖北代表团基本情况、代表团
筹备情况、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情况作了
介绍。

吴红娅说：“湖北省高度重视民族
工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社
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助力脱贫攻
坚、增强人民体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需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快速发
展。2000年，湖北省广泛开展的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为7个，2018年年底已
发展到15个，全省从事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事业的教师、教练、运动员及参加少
数民族健身运动的人员有50余万人。

湖北省积极建立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训练基地。2010年，省民宗委会同省
体育局在全省遴选具备条件的学校，先
后命名了 13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
基地，确保项目训练有场地、有经费，近
4年投入基地建设经费 600余万元，保
护和传承了民族体育文化，取得了一举
多得的效果。

湖北省还把具有民族特色、个性特
点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改编，
推广到学校、社区，如土家摆手舞、巴山
舞、板鞋、高脚等，扩大了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的群众基础，培养了青年人才，为
民族体育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据介绍，此次湖北代表团组团规模
达 402人，为历届之最，参加了 11个竞
赛项目和8个表演项目的角逐。其中高
脚竞速、蹴球、民族式摔跤等为优势项
目，毽球、陀螺、押加等为潜力项目，射
弩等为正在发展中的项目。8个表演项
目分别为里补谷达、绳韵、竹马球、山鼓
咚咚、闪溜嘎儿、土家撒叶儿嗬、土家巴
地梭、土家吉么列。③4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冯刘克）“全省上下通过民族
体育的平台，形成各民族文化交往、交
流、交融，和睦共处，和衷共济，和谐发
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
局面，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提
供了有力平台。”云南省民宗委副主任李
正洪说。9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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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体育运动会云南代表团举行新闻发
布会。

李正洪介绍，云南代表团此次参加
了所有17个竞赛项目的比赛，相比往届
增加了珍珠球、木球、毽球、押加 4个项
目，恢复了民族马术项目。组织参加10
个表演项目，与上届持平。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云南各民族创
造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形成大量特
征鲜明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据《中华
民族传统体育志》记载，目前发掘、发现
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有 676项。其中，
云南各少数民族中长期开展流传的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多达 386项，是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资源大省。

李正洪说：“近年来，云南省州市民
族性体育赛事已逐步实现常态化，云南
高校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被评选为省
级精品课程，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民族
体育专业本科、研究生，民族体育高水平
教练员、裁判员已成体系。随着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的蓬勃发展，许多优秀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被纳入全国、全省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体系中，全省成立多个协会、
训练基地，民族传统体育普及化和大众
化程度不断加深。”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民族体育
发展思路不断完善，基础不断夯实，社会
价值、经济价值凸显。云南民族村、西双
版纳傣族园等旅游区将民族传统体育竞
技、表演引入其中，石林在景区开展斗
牛、斗羊、摔跤表演，丽江在云杉坪景区
开展骑马活动，一些地方在民族传统节
庆活动中开展民族体育比赛。这些民族
体育活动的开展，提高了游客的兴趣，带
动和增加了当地的旅游收入。③5

本报讯（记者 李悦）经过一天的休战后，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珍珠球项目于 9月 13日继续开战。
经过比拼，决出了男子组八强和女子组四强，东道主河南男子
珍珠球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顺利晋级。

在女队小组未能出线后，河南男子珍珠球队就成了东道主冲击该项目一等奖的
唯一希望。而这支年轻的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表现也确实
不俗，他们先后加时赛力克海南队，大比分击败山东队和吉林
队，仅用 3场比赛就锁定了D组第一的位置。13日最后一场
与西藏队的小组赛，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主教练谢志勇派出
替补阵容出战，虽然最终以28∶33落败，但基本上起到了锻炼
球员的目的。

在接下来的男子组八强战中，河南队的对手是卫冕冠军
辽宁队。“辽宁队这次来的几乎就是上届夺冠的原班人马，实
力和经验都在我们队之上，但在冲击力和防守方面，我们也有
自己的优势。”谢志勇表示，这场比赛双方的胜率各占一半，谁

能最终晋级，就看临场的发挥如何。
根据赛程，14日珍珠球项目将进

行男子组八强战和女子组半决赛。具
体对阵形势，男子组：四川队VS
海南队、河南队VS辽宁队、贵州

队 VS 广东队、广西队 VS
浙江队；女子组：四川队VS

广东队、广西队
VS北京队。③6

男子八强产生
女子四强确定

争创民族传统体育
发展的示范

云南代表团

湖北代表团

为民族体育发展
探索新路径

□本报记者 马涛

“快来，这里好玩，可以学魔术。”
“来这儿来这儿，看谁能把箭射过滚

动的轮胎。”
9月 12日，在民族大联欢的民俗市

集游园中，一群孩子大喊大叫、兴奋不
已，他们是来自广西代表团的运动员，参
加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的《地牯牛》表演项目。

据了解，广西民间将公牛称为“牯
牛”，“地牯牛”代表公牛在地上互相争
斗。《地牯牛》是广西的传统民俗项目，表
演时由两个小男孩头对头扮成一头牛，
开展一系列的赛跑和同顶活动，极具趣
味性和观赏性。

“我们总共有16名队员8头‘牛’，最
小的8岁，最大的14岁，应该是这次运动
会中平均年龄最小的参赛队伍。”该项目
教练田兴杰说，因为年纪小，表演的项目
趣味性强，大家都称他们是“牛娃”。

“这群‘牛娃’都是广西南丹县吴隘
村的学生，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小村，来
到郑州，见到什么都很新奇，不过这个游
园活动确实很有河南特色，让人大开眼
界。”该项目编导老师黄甄珍对活动称赞
有加。

“黄老师，快来，给我们当裁判，我们
要比试比试。”满头大汗的小“牛娃”罗鹏
鸣要和队友陆宝宏玩“拉爬牛”的游戏。
罗鹏鸣是广西队年龄最小的队员，记者
问他第一次离开父母这么长时间，想家
不想。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点儿都不
想。郑州特别好，吃得好、玩得好，大家
对我们照顾得可好了，我都不想走了。”
从一连串的“好”中，不难体会到小“牛
娃”的兴奋。

当天的游园活动中，有高跷挑战、独
轮车挑战、民间社火展、非遗展、中原大
戏、魔术表演、逍遥武林等多个项目。两
个小时里，这群小“牛娃”穿梭其中，看了
个遍，玩了个遍，自己也成了游园中一道
靓丽的风景。

据了解，上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上，
南丹县代表队获得了《地牯牛》项目二等
奖，本届赛事他们的目标是夺得一等
奖。马上将进行第二轮比赛，祝愿这些
小“牛娃”牛气冲天，取得优异成绩。③9

一群“牛娃”闹大集
◥◥珍珠球◣◣

桂黔双强领跑桂黔双强领跑
河南首次登场河南首次登场

◥◥独竹漂◣◣
““一苇渡江一苇渡江””勇立潮头勇立潮头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超

赤足立于竹木上，一根竹竿渡河江，这项神似“水上轻功”
的运动便是独竹漂。9月 13日上午，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
会独竹漂项目在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水域正式开赛。

然而，天公不作美，突然刮起 4级左右的西北风，水面荡
起波浪，一层接一层翻腾开来。竹漂的直径只有 16厘米左
右，层层波浪让竹漂上的运动员“摇摇欲坠”。由于大风的干
扰，独竹漂赛事可谓“一波三折”。

当每组运动员踩着竹漂到达起点时，总是无法保持相对静止
的状态，裁判员需要不断地进行位置校准；当比赛开始后，运动员
除了要保持平衡，还要极力控制竹漂不能偏离航道。在不足一分钟的比赛时间内，
多位运动员出现掉竿、落水的情况。吹刮不止的大风，加上水域较为寒冷的环境，极
大地考验着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在独竹漂女子60米直道竞速决赛中，重庆市独竹漂队队员韦杨遮以28秒 27的
成绩获得第一名，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独竹漂项目第一个一等奖诞生。得知获奖
后，韦杨遮显得非常激动，一见到队友就紧紧拥抱，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独竹漂比赛首日刚好碰上中秋节，韦杨遮无法和家人团聚，但她表示：“虽然中
秋节没有跟他们一起过，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在电视机前看到我比赛。比赛完第一
时间，我就给妈妈打了电话，祝她中秋节快乐。今天我度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中
秋节。”

独竹漂发源于赤水流域，是黔北独特的一项民间技艺。广西队和贵州队是独竹
漂比赛的“双强”。在独竹漂男子60米直道竞速决赛中，广西队黄适骥喜获一等奖，
贵州队三名队员包揽二等奖。

对于这个成绩，贵州队领队王建中表示：“竞争很激烈，各个队伍的实力都很强，
全国民族运动会就是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平台，我们更多是抱着学习交流
的心态来到这里。”他说，晚上准备和队员们一起吃个简单的中秋团圆饭，还要分析
战术，积极总结，迎接第二天的比赛。

目前，独竹漂项目在河南省尚不普及。河南队教练崔小杰介绍，这是河南第一
次参加全国民族运动会的独竹漂项目。③5

宁夏代表
队表演项目《赶
牛》⑨ 3 本报
记者 陈晨 摄

新疆代表队
表演项目《沙哈尔
地》 ⑨3 本报记
者 陈晨 摄

9月 13日，河南省男子珍珠
球队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小组赛中4战3
胜，进入八强。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西藏代表队
表演项目《抱石
头》⑨ 3 本 报 记
者 陈晨 摄

9 月 13 日，
选手在独竹漂男子
60米直道竞速比赛
中。 新华社发

组委会特意给万利准备了生日蛋
糕，送上一份祝福。⑨3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王玮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