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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式摔跤◣◣

体育观察

◥◥蹴球◣◣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尧

9月 15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男子双蹴、女子双蹴项目在河南
工业大学体育训练中心进行。福建队畲族运
动员雷小媚依旧在赛场上拼搏。她说，比赛
成绩固然重要，但团结更重要。

“这个比赛太耗神，一场球下来，我感觉
特别累，很担心会影响到胎儿。”已经怀孕 5
个月的“孕妈妈”雷小媚说，她在报名参加本
届运动会时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后来得知怀
孕，但那时福建队已经无法更换队员，雷小媚
就抱着配合队友的心态来到了郑州。在比赛
中，雷小媚一路闯进女子单蹴半决赛，获得该
项目二等奖。在15日的女子双蹴比赛中，她
和队友配合默契，多次打出绝妙好球。

由于每天的赛程十分紧凑，接连几场比
赛下来，雷小媚出现体力不支，比赛中，她频
频扶腰，有时还在对方蹴球时坐下休息。“现
场工作人员很贴心，知道我的情况后在场地
内给我放了把椅子，让我体力不支时坐一
下。”雷小媚说。

“在我看来比赛成绩固然重要，但队友间
的团结更加重要，‘民族大团结’嘛。”她告诉
记者，其实来参加比赛也是为了队友，如果她
不参与这次比赛，福建队将有三个项目缺人，

“这一路走来，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对我的照
顾，否则我撑不到现在。”③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超

脚踩网兜、手扶竹竿，踩着高高的“竹
马”急速飞奔——这是高脚竞速赛场的情
景。9月 15日，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高
脚竞速项目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上演“空
中飞人”争夺战。

高脚竞速比赛与普通的田径比赛不同，
田径跑步是伸右手，出左脚，而高脚竞速则
是顺步跑，也就是同手同脚。虽然高脚竞速
在成绩上展现为速度的比拼，实际上更是对
运动员平衡性、协调性、稳定性的考验。

尽管比赛当天小雨连绵，但这个项目，正是
从土家族、苗族群众在地面积水的雨季代步、
涉水过浅河的工具发展而来的，因此具有“不
怕水”的特质，不会对运动员产生太大干扰。

在高脚竞速 4×100米混合接力决赛终
点处，出现了动人一幕。

同为最后一棒的湖北队老将孙先峰与
贵州队新人周良军，一前一后冲过终点，二
人下场后默契击掌，随后两只手紧紧握在一
起，互相表达鼓励和祝贺。孙先峰说：“跑得
不错，我差点被你超过。”面对老将真诚的称
赞，周良军也笑嘻嘻地送上祝福：“恭喜。”

提到这个暖心的击掌，孙先峰表示：“我
们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

孙先峰来自湖北高脚竞速队，土家族人，
已参加过三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是第十届全国
民族运动会上的“双冠王”；周良军来自贵州高
脚竞速队，苗族人，是一名大三学生，这是他首
次参加全国民族运动会。二人因本届全国民
族运动会相识，“老将新兵”的友谊由此展开。

在检录处，在比赛终点，或者在领奖台，
二人总是会遇到。“见到了我们就握个手、击
个掌，简单说几句话。”周良军说，两个人就
这样慢慢熟悉起来。虽然周良军是第一次
参加全国民族运动会，但他在男子 200米决
赛中表现出色，获得了二等奖。在老将孙先
峰眼中，周良军非常有灵气、有潜力，因此碰
到了就会鼓励他。作为新人，周良军很感谢
孙先峰的认可：“每次听完心里都暖暖的，他
的鼓励让我更有信心。”③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高鹏

身着金属铆钉镶边皮制的“卓得戈”（跤
衣）、“班泽勒”（跤裤）、“策日布格”（彩带）、

“淘术”（套裤），腰间悬挂一条“布苏勒”（皮制
腰带），脚踏一双“果特勒”（蒙古靴或马靴），
当魁梧的摔跤手向你靠近时，不怒自威的模
样，让人不禁产生几分怯意。

9月 15 日，作为民族式摔跤的“压轴项
目”，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民族式摔跤搏克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淘汰赛
在郑州大学上演。

作为产生一等奖最多的竞赛项目，民族式
摔跤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民族式摔跤有六个跤种，它们的名字虽
然简单，但内涵丰富、服饰各异，规则、技巧也
各有不同。

就拿压轴的搏克项目来说，搏克为蒙古
语音译，意为摔跤，是蒙古族传统体育活动男
儿三项竞技之一。它是蒙古族男子比试力
量、技巧与智慧的体育娱乐活动。

提起摔跤，大家都会下意识地想到，这可
是蒙古族人的看家本领，似乎是一种与生俱
来的技艺。

在当天的赛场上，记者走访一圈发现，无
论是场上角逐的各代表队的队员，还是场边
观赛的运动员，蒙古族占大多数。伴随着颇
具少数民族风情的背景音乐，各路摔跤好手
跳着狮子舞步上场竞技。赛场上，内蒙古代
表队的队员们明显技高一筹，包揽了男女团
体的一等奖。

此外，河南代表队此次也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男子团体获三等奖、女子团体获二等
奖。③6

□本报记者 李悦

9月 16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将正式落下帷幕。通过多日的
比赛、生活，福建代表团从参赛队员到普通
工作人员，都充分感受到了郑州这座城市的

“热”度。在这里，他们不仅磨练了意志、提
高了水平，而且收获了满满的情谊。

从下飞机的第一刻起，福建代表团表演
项目的教练尤怡红就感受到了东道主的热
情与周到。让她印象尤为深刻的是驻地酒
店在中秋佳节那天安排的各项活动。这些
丰富多彩的活动，帮她排解了在外参赛的思
乡之情。

参加高脚竞速比赛的畲族小伙儿雷王
兵，提起本届赛会的接待工作，竖起了大拇
指。他表示，无论是车辆的安排调度、饮食
的口味，还是志愿者的专业服务，都让人挑
不出任何毛病。就连外出观光时所搭乘出
租车的司机，也都是热情周到，让他有种宾
至如归的感受。

曾采访过多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的福建代表团随团记者肖榕，一到郑
州就被这儿热烈的办会氛围给“惊”到了：

“从机场到市区，随处可见全国民族运动会
的宣传画、标语，还有可爱的吉祥物‘中中’，
让人完全融入运动会的氛围中。”

作为一名客家人，肖榕对中原大地有
着特殊的感情。“十几年前，我曾随家人来
河南寻根问祖。那时，这里让我印象深刻
的是文化的厚重感。”肖榕坦言，这次到郑
州，他充分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时尚与活
力。“我们的酒店就在郑东新区 CBD，晚上
一抬头，五光十色的‘大玉米’真是漂亮极
了！”他说。

福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陈歆歆表示：
“本次盛会恰逢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历
史上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一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对传播中华民族一家亲
的理念、书写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篇章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③8

福建代表团点赞福建代表团点赞
郑州郑州““热热””度度

蹴球场上的蹴球场上的““孕孕妈妈妈妈”：”：

团结比成绩团结比成绩更重要更重要

搏克精彩搏克精彩““压轴压轴””

““老将新兵老将新兵””结友谊结友谊

◥◥高脚竞速◣◣

□新华社记者 何晨阳 韩朝阳

正在河南郑州举行的第十一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民族
式摔跤、珍珠球、押加、毽球等各项传
统体育运动尽态极妍。场上，运动员
通过娴熟连贯的动作，展现出传统体
育的独特魅力，场下，民族传统体育的
未来发展，也受到不少参赛者关注。

“传统体育项目源于生产生活实
践，而且对全民健身大有裨益，但目前
的传承与发展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
内蒙古代表团教练、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牙克石高级中学教师韩广成表示，主要
是年轻人对一些传统体育的兴趣减弱。

河南代表团运动员、郑州升达经
贸管理学院体育老师白洋说：“我在学
校教空竹，最初学生觉得这是公园里
爷爷、奶奶玩的东西，一点都不潮流，
很排斥。”

传统体育项目要传承下去，就不
能没有年轻人参与。湖北代表团教
练、湖北民族大学体育教师刘学哲等
人认为，如何吸引、留住年轻人，是一
些传统体育项目生存发展面临的现实
问题。

一些受访者建议，
首先要让年轻人有

接触民族传统体
育 的 平 台 与 机
会，进而培养兴
趣。韩广成等人
表示，兴趣都有
一 个 培 养 的 过
程，能在良好的
氛围中接触、学
习，这当中就会
有一部分人产生
兴趣。

“民族运动会就是传统体育项目
不错的展示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更多
人能了解传统体育项目。”宁夏代表团
运动员左虎军说，此外，他所就读的北
方民族大学还专门开设了陀螺、木球
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

记者采访了解到，郑州升达经贸
管理学院、湖北民族大学等高校也都
开展了相关探索，西部地区一些中小
学也开始尝试在校本课程中设置传统
体育项目，更多年轻人有了感受传统
体育魅力的机会。

让传统体育“接触”更多“00后”等
年轻群体，只是一小步，完善课程设置
等软件，是培养兴趣的关键。“我们通
过建立系统课程，让学生了解了空竹
的文化、技艺，逐渐打破了他们的固有
观念，不少学生开始喜欢上空竹课。”
白洋说，传统体育中传承的不只是技
艺，更是根植传统的文化。

同时，记者也注意到，传统体育项
目在关注度与传承上，冷热不均现象
较为突出。毽球、武术等项目接触市
场后，有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相比
之下，一些较为冷门的项目，除了头顶

“非遗”等光环外，发展有些尴尬。
一些受访者表示，背靠传统、面向

现代，传统体育才能赢得未来。相对
冷门的传统体育项目，应该被给予更
多关注，下一步，在政府和社会各界加
大扶持力度的同时，传统体育项目自
身也可立足传统，在提升观赏性、参与
度上下功夫。

“我女儿 7岁，非常喜欢传统体育
项目，目前正在学习空竹和珍珠球。”
白洋说，有更多青少年喜欢传统体
育，这些体育项目就能在传承中走向
未来。

（据新华社郑州9月14日电）

更多“00后”
爱上空竹课
——来自全国民族运动会的观察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表演项目颁奖晚会
在郑州举行

本报讯（记者 何可）9月 15日晚，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颁奖晚
会在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体育馆举行。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表演项目比赛于
9月 9日至14日举行，共有来自全国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94个（含
马上表演和骆驼表演项目数）节目参赛。表演项
目分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分别进行，设室内、室
外两个场地，分两轮进行，两轮成绩相加为该项目
总成绩，并据此颁发一、二、三等奖。表演项目与
一般意义上的竞技项目有所不同，重在展示各民
族文化传统，表现不同民族特有的民族元素。

云南代表团的《欢乐收青稞》等

18个项目获得竞技类表演项目一等奖；新疆代
表团的《达瓦孜》等 14个项目获得了技巧类表
演项目一等奖；四川代表团的《羌族“赛竹竿”》
等27个项目获得综合类表演项目一等奖。

颁奖结束后，27个优秀参赛项目分上下半
场进行了展演。北京代表队的《龙腾中华》、宁
夏代表队的《羊逗羊倌》、青海代表队的《土族轮
子秋》、甘肃代表队的《保安腰刀》、重庆代表队
的《土家铜铃劲逮逮》……这些具有浓郁特色的
文艺节目，赢得观众阵阵
掌声。③5

广西代表队表演《背着铜鼓山
过山》。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9月15日晚，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表演项目颁奖晚会在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举
行，27个优秀参赛节目进行了展演。图为山西代表
队表演《翼城花鼓》。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浙江代表队表演《稳凳》。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9月 15日，民族式摔跤比赛在郑州大学
中心体育馆进行最后的角逐。⑨6 本报记
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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