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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为了民族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
□本报记者 何可

开幕式激情四射，赛场上一展身手，民族大联

欢其乐融融……在郑州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活动精彩纷呈，让人过目难

忘、赞不绝口。而鲜花和掌声的背后，是无数人默

默的付出与无私的奉献。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9月 15日下午，木球项目在郑州市体育场进行决赛并举
行颁奖仪式。蒋涛忙完手头的其他工作，匆匆赶来，为运动
员颁奖。

蒋涛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赛区委员会副主任，郑州市体
育场、郑州市体育馆“一场一馆”改造现场负责人。

“一场一馆”建成于 1984年，在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中
承担民族健身操和木球比赛项目，是郑州9个场馆中改造项
目最多、难度最大的场馆，改造面积达1万平方米，而建设工
期仅有75天。时间紧、任务重，作为负责人的蒋涛唯有全力
投入工作。

“举办全国民族运动会是头等大事。按时完成改造工
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蒋涛说。经过 75天的奋战，

“一场一馆”焕然一新，比赛项目顺利举行。

“城市干净了，心里特畅快”

皴裂的皮肤沟壑纵横，清洗不掉的黑点密密麻麻，没有
人会想到，这是一双“笔杆子”的手。郑州市中原区人武部政
工干事齐阳，参加了两周时间的“清淤治脏”整治活动，一双
手就变成了这样。

郑州奥体中心周边拆迁范围广，垃圾转运量大。8月
的郑州暑气升腾，街道上犹如火烤。齐阳带队沿着中原路
一字排开：清扫路面，清理小广告，搬运废弃砖块……每天
盒饭送到整治活动现场时，大家的手都是黑黢黢的，怎么也
冲洗不干净。

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社区干部胡志爽，负责带队疏导郑
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附近道路的交通。他们白天在烈日下
指挥交通，傍晚整理乱停乱放的自行车，38℃的高温下，衣服
湿了再干，干了再湿。

“参加城市治理，虽然脸晒黑了，但城市干净了，心里特别
畅快。”胡志爽说。7月份以来，郑州市广大干部群众以强烈的
主人翁意识参与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有效提升了城市环境。

“为民族盛会作贡献，当仁不让”

57.3万平方米，重达 1300吨的空中连廊……郑州
奥体中心承担着开闭幕式重任，33个月就竣工验收。
看似不可思议的“建设速度”，靠的是一支敢打硬仗、
能啃硬骨头的队伍。

郑州地产集团项目经理夏威就是其中一员。
从初到工地时的大学毕业生，到如今独当一面的
项目现场负责人，他亲历了郑州奥体中心的

“从无到有”，这座“巨无霸”也见证了一位
青年的成长。

“为民族盛会作贡献，必须要有舍
我其谁、当仁不让的责任担当。”夏
威说，“9月 8日，第十一届全国民族
运动会开幕式，当《我爱你中国》的歌
声响彻郑州奥体中心时，我心中充满
了自豪。”

不只是夏威、胡志爽、蒋涛、齐
阳，在备战和服务民族盛会的日
日夜夜里，郑州各条战线的干部
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在克难攻坚中磨砺意志，在无
怨无悔中淬炼作风，始终保
持着“没有旁观者、没有局
外人”的良好精神风貌，为
确保第十一届全国民族
运动会的精彩举办，为
实现“办好一个会、提
升一座城”的目标，
交上了一份优秀的
答卷。③5

◥◥押加押加◣◣

◥◥毽球毽球◣◣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晶晶

小小的毽球赛场，短短7天的比赛，
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选手交流切
磋，其中不少选手还成了好朋友。9月
15日，毽球比赛正式收官，这枚空中飞
舞的小小毽球，成了民族友谊的桥梁。
当天下午，细雨绵绵，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文体会堂里，毽球男子三人赛决赛正在
激烈进行。毽球高手们一展身手，小小
毽球在对战双方运动员的脚下上下翻
飞，成为全场的焦点。赛场上激烈角逐，
赛场下掌声不断。

经过激烈对决，男子三人赛广东
队2∶1战胜内蒙古队，女子三人赛广
东队2∶0战胜湖北队。至此，第十
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 会 毽 球 项 目 比 赛 正 式 收
官。来自广东队的满族运动
员张鑫尧今年 35岁，已连
续参加了 5 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届都获得一等
奖。与毽球结缘这20多年，张鑫尧收获
很多。除了奖牌的入袋、运动技巧的提
升外，他还通过毽球结识了很多少数民
族的朋友。“这是一个促进民族大团结的
平台。”张鑫尧说，“毽球是一个小众项
目，不像羽毛球、排球等运动有许多大型
比赛机会。全国民族运动会让我们有机
会展示毽球，向广大观众呈现这项运动
的竞技性、观赏性。”

比赛间隙，有运动员玩心大起，拾起
一个毽球，使出一个花样踢给队友，队友
立马接住，踢给其他人。志愿者、工作人
员也积极加入。不一会儿，空中旋转的
毽球周边，就围了不少人。他们来自
五湖四海，他们来自各个民族。

这个小小的毽球赛场，成
了民族大团结的缩影，展示着
各族儿女的运动风采，汇聚
着 民 族 团 结 的 磅 礴 力
量。③8

□本报记者 黄晖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已近尾声，来自四面八方的
各民族兄弟姐妹也即将带着美好的
回忆踏上归途。而对于四川代表团
的藏族押加名将尼玛降泽、赵让布兄
弟来说，此次河南之行除了民族盛会
的美好回忆，他们在郑州还多了一位
汉族兄弟。

事情要从 9 月 9 日说起。当天
下午，乘车前往赛场参加押加比赛
的赵让布突然感觉肠胃不适并发生
呕吐，但不服输的他不想错过比赛
机会，顽强地走上了赛场，最终经过
四次加赛才遗憾告负。比赛完的赵
让布已经非常虚弱，几近昏迷。危
急时刻，四川押加队接待员、郑州市
科技局的李振迅速协同领队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同时将情况及时报告
给了对口接待单位综合协调组组长
段小明。

“当时他刚剧烈呕吐过，激烈运动
之后体内的微量元素钾很可能大量流
失，严重时会危及生命……”当过兵的
李振熟悉基本的医疗救护常识。

“当时想吐，他一直搀扶着我，不
停帮我拍背，递水让我漱口，还帮我
清理吐到衣服上的脏东西。”赵让布
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等待救护车期
间，李振一直守着他。

赵让布被及时送入医院，病情很
快得到控制。与此同时，段小明也迅
速将情况上报指挥部，及时安排车辆
送来了晚餐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赵让布的哥哥尼玛降泽也赶到了医
院。李振一直在医院陪护，直到深
夜。

赵让布兄弟俩来自四川省甘孜
藏族自治州九龙县，父母分别是汉族
和藏族，赵让布随父姓，哥哥尼玛降
泽随母姓。上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兄
弟俩分别收获二等奖和三等奖，在今
年 8月举行的第十五届四川省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他俩都是一
等奖得主。

兄弟俩代表四川省参加本届全
国民族运动会押加比赛，没想到在郑
州结识了李振这位汉族兄弟。“他是
我的救命恩人，现在我们就像亲兄弟
一样，等比赛结束，我一定要邀请他
去我的家乡。”赵让布说。③6

小小毽球小小毽球
串起串起民族友谊民族友谊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超

9月 15日，在绵绵秋雨中，第十一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板鞋竞速项目
迎来收官之战。这场比赛是4×100米混合
接力决赛，湿漉漉的赛道给参赛运动员带来
挑战，然而，运动员们以顽强的意志和拼搏
的精神，在雨中完成了一次精彩对决。

三人共穿一双板鞋，板鞋竞速项目考验
着运动员的默契度，需要达到“三人合一、人
板合一”的程度。在雨天，板鞋与赛道、运动
鞋底与板鞋之间都容易产生打滑现象，一定
程度上制约着运动员的正常发挥。

4×100米混合接力决赛分两组进行。
发令枪响起后，决赛1组的运动员喊着口号出
发，赛场响起短促而有力的板鞋触地声。然
而，在第一个弯道处，湖南队的队员不慎摔
倒，接下来，海南队也发生了同样的一幕。因
为这些“插曲”，比赛几度发生反转，现场观众
用掌声鼓励着场上队员，为他们加油鼓劲。

“稳住！一定要稳住！”看到决赛1组队员
接连摔倒后，河南板鞋竞速队教练员刘健欣
叮嘱即将上场的队员，并攥着拳头作出“加
油”的手势。最终，河南队凭借稳扎稳打的发

挥，跑出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获得二等奖。
刘健欣介绍，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河

南板鞋竞速队共收获了一个二等奖和一
个三等奖，“确实不容易，河南队在全国
民族运动会板鞋竞速项目中实现
了零的突破”。

刘健欣说，队员从去年12月
份就开始训练，从冬天到夏天，
经过8个多月的刻苦训练，取
得这样的成绩很激动也很欣
慰。③5

◥◥板鞋竞速板鞋竞速◣◣
河南队实现零的突破河南队实现零的突破

兄弟情兄弟情 越千里越千里

◥◥木球木球◣◣
时隔16年，宁夏再获一等奖

““奖牌的分量奖牌的分量再重再重，，
都不及河南人民的情谊重都不及河南人民的情谊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玮皓

9 月 15 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木球项目比赛
收官。在决赛中，宁夏队1∶0击败河
北队，拿到一等奖。作为木球发源
地的宁夏，时隔 16年再次把一等奖
带回了家。此外，河北队、重庆队、
湖南队获得二等奖，河南队、北京
队、青海队、云南队获得三等奖。

当日下午，木球项目决赛在细
雨中展开，宁夏队在上半场就成功
攻破河北队球门，并将领先优势保
持到了终场。“我们宁夏是木球的发
源地，上一次在全国民族运动会上
夺得一等奖还是在2003年，16年后
再次把木球一等奖带回家，心情无
比激动。”赛后，宁夏队主教练王昌
伟说。

木球比赛对抗性强、危险性大，
是比技术、比体力、比勇气的一个项
目，因比赛场地在绿茵场上，所以木
球也有全国民族运动会的“足球”之
称。此外，木球项目全部由男运动
员参加且为团体赛，只设一个男子
团体一等奖，被视为全国民族运动
会分量“最重”的项目。“奖牌的分量
再重，都不及河南人民的情谊重。”
王昌伟动情地说，从 2005年开始执
教的他已经是第四次参加全国民族
运动会，“郑州是非常棒的地方，从
我们下火车到今天比赛结束，发生
了太多暖心的故事。”

即将离开征战多日的赛场，即
将告别郑州，不少运动员都恋恋不

舍，大家在颁奖仪式后相互合
影留念、添加微信好友，更不忘
为东道主的深情厚谊点赞。“河
南，中！”北京队的教练马辉用
河南话连连称赞。在郑州的最
后一天，他会带队员们逛逛，感
受一下中原文化。北京队队员
洪宇则对河南美食赞赏有加：

“河南烩面真的很好吃！”
云南队是首次参加木球项

目，队员李宣说，这几
天在郑州生活非常愉
快，给他印象最深的
有两件事：一是酒店
在中秋节给他们送来
了特别定制的清真月饼，这
种细心让他觉得很温暖；二是民族
大联欢那天在茫茫人海中有人跟他
打招呼，定睛一看是江苏队的队员，
小组赛第一场就是跟江苏队打的，
参加了比赛还收获了朋友，这让他
感到缘分真是太奇妙了。他伸出大
拇指说：“郑州是个很热情的城市，
我给郑州点赞！”

青海队和河南队的教练都
表示，三等奖的成绩已实
现既定目标，“队员们也都
尽 力 了 ，我 们 虽 败 犹
荣”。青海队队员龚明
全说：“来郑州感觉
到这里的经济发
达、交通便利，接
待也非常热情贴
心，有机会我一
定会再来。”③9

99月月 1515日日，，毽球项目毽球项目
比赛在郑州市华北水利水比赛在郑州市华北水利水
电大学进行电大学进行。。⑨⑨66 本报本报
记者记者 邓放邓放 摄摄

99月月1515日日，，木球项木球项
目决赛在郑州市体育目决赛在郑州市体育
场进行场进行。。⑨⑨66 本报记本报记
者者 聂冬晗聂冬晗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