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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晖）“在场上
不要害怕，心里要平静，不能慌，慌
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有气
势、有信心，要想着自己肯定能
赢。”9月 9日下午，郑州大学中心
体育馆，刚刚在民族式摔跤希日木
项目87公斤级循环赛中以2∶0战
胜对手，18岁的河南队蒙古族选
手孟克扎那兴奋地用这样的方式
给自己鼓劲，给队友打气。

当天，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式摔跤竞
赛项目在郑州大学中心体育馆开
赛，民族式摔跤 6个跤种，比赛首
日亮相了 5个——25支参赛代表

队在且里西、格、北嘎、绊跤、希日
木5个跤种中展开了167场角逐。

民族式摔跤历史悠久，民族特
色浓郁，自1953年第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始，民族式
摔跤就被列为竞赛项目。作为“元
老级”的竞赛项目，民族式摔跤目前
包括搏克（蒙古族式摔跤）、且里西
（维吾尔族式摔跤）、格（彝族式摔
跤）、北嘎（藏族式摔跤）、绊跤（回族
式摔跤）以及希日木（朝鲜族式摔
跤）6个跤种，共设29个一等奖，是
产生一等奖最多的竞赛项目。由
14名蒙古族、回族队员组成的河南
队，将参加所有项目的比赛。

“第一次尝试民族式摔跤，感
觉很新鲜。第一场比赛赢了，更
增添了自己的信心。希望能进前
八，最好能得奖。”孟克扎那说。

民族式摔跤比赛为期 6 天，
除搏克外，其余跤种赛程均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体重级别
分组进行循环赛，第二阶段各组
优胜名次共 8人采用淘汰赛决出
第 1名、第 2名、两个并列第 3名
和四个并列第5名。

搏克将于 13 日开赛，设男、
女团体赛和个人赛，团体赛采用
三人轮赛制，个人赛为单淘汰
制。③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高鹏

穿越 200米水面直道，用时不到 50秒，这是 24
名运动员划龙舟所用的时间。9月 9日，极具观赏性
的龙舟比赛在郑州龙湖水上中心激情上演。

外省代表团选手点赞河南

划龙舟在我国民间广泛开展，除汉族外，壮族、苗
族、傣族、白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均有节日赛龙舟的
风俗。

在当日的龙舟赛场上，广东、贵州、湖南等传统强
队无疑是最具观赏性的代表团队。“他们划得确实快，
也很整齐，感觉很专业。”郑州市民蔡女士笑着说。

赛场内外，随处可见身着“志愿红”服装的志愿
者，消防救援人员、安保人员、医疗救护人员也早早各
就各位，随时待命，保障比赛顺利进行。

记者了解到，当天下午共进行了标准龙舟男子
组、女子组、混合组及小龙舟男子组的 200 米竞速
赛。一位广东代表团的运动员说，自己是第一次来郑
州参加比赛，“赛道的配套设施挺好的，而且有很多工
作人员、志愿者提供服务，给我们比赛提供了很好的
保障。”

河南龙舟队有个57岁的“龙舟迷”

相比其他传统划龙舟强队，河南代表团的龙舟项
目起步较晚，但龙舟队总教练纪平和仍给这些运动员
点赞：“我们这些运动员，大部分是来自郑州大学、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的学生，训练起来很拼命。”

曾是龙舟职业运动员的纪平和说，龙舟队今年5月开始
集结训练，很多学生此前没有接触过这项运动，相对生疏，“我们
有针对性地制定了训练计划，主要是加强核心力量训练，让运动
员能正确发力、拥有较好的爆发力。”

众所周知，划龙舟费力，参赛选手大多是年轻人。在河南代表
队里，57岁的海福生很“显眼”。他坐在龙舟前部的“C位”，担任鼓手。
在比赛中，整个团队桨手们的划桨节奏、体力分配，都由他的鼓点控制。

“2007年的时候，郑州曾举办过一个划龙舟的比赛，我就是从那时候爱
上划龙舟的。”海福生说，自己曾参加过全国性赛事，是个十足的“龙舟迷”。

得知河南要组队，海福生主动报了名，“能在家门口参加比赛，感觉很
荣幸，我们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取得好成绩。”海福生说。③9

龙舟比赛激情上演

水上健儿
龙舟竞速

“我们 4 个人的籍贯都是湖
南，现在都在河南大学就读。”河
南秋千代表队队长黄云倩是河南
大学武术专业的研究生，这位瑶
族姑娘从 13 岁起就接触秋千。
她的搭档是杨练妮，两人曾在
2018 年湖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获得 55 公斤
级双人触铃的冠军。“我在河南生
活了将近 6 年，这里是我的第二

故乡，能代表河南参加比赛，我感
到十分荣幸。”黄云倩说。

河南队 4名队员去年年底开
始组队，而真正开始集训，仅有不
到 4个月的时间。“我们每天都要
进行8个小时的训练，训练强度很
大。”黄云倩表示，秋千项目不仅考
验运动员的爆发力，还有耐力、意
志力和身体协调性，而双人比赛
中，队员之间的配合是否默契也

至关重要。“你看我手上的老茧，
都不像姑娘的手了。”黄云倩笑着
说，为了比赛取得好成绩，4名运
动员每天都要进行高强度的体能
训练，手上的水泡磨破了一个又一
个，每个人都练成了“女汉子”。“比
赛的最后两分钟已经达到人体的
极限，但听到台下观众的加油声，
我们感觉又有劲儿了。”黄云倩
说。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轩昊

秋千是全国民族运动会上唯
一一个只限女子参加的比赛项
目。

9 月 9 日，秋千 55 公斤级双
人触铃、55公斤以上级双人触铃
两项比赛在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举
行。共有河南、云南、湖南、新疆、

江苏、浙江、重庆、贵州、河北、辽
宁、广东等 11支代表队参加了两
项比赛的角逐。其中河南队派出
黄云倩（瑶族）、张腊梅（侗族）、伍
珠玲（侗族）、杨练妮（侗族）4位队
员参加比赛。由于强队云集，比
赛异常激烈。

在上午的 55 公斤级双人触
铃比赛中，湖南队获得一等奖，河
南队、重庆队、新疆队获得二等
奖，贵州队、云南队、浙江队、广西
队获得三等奖。在下午的比赛
中，河南队获得了 55公斤以上级
双人触铃三等奖的成绩。

除了热情好客外，河南的飞
速发展也给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
员和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湖南队随行工作人员张侠赞叹：

“这是我第一次来河南郑州，没想
到郑州这么漂亮，而且非常开放、
非常现代化。”

“国际范儿”是黄云倩和很多

运动员对于郑州的第一印象，
“郑州发展很快，感觉很有国际
范儿，所以大家都叫郑州‘国际
郑’嘛！”③5

11支代表队参加首日比赛，赛况激烈

湘妹子成了河南队的“女汉子”

开放的河南给运动员留下深刻印象

唯一唯一““娘子军娘子军””项目开赛项目开赛

空中空中““飞人飞人””秋千起舞秋千起舞

9月9日，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秋千项目比赛在郑

州工程技术学院拉开战幕。当

日举行了秋千 55公斤级双人触

铃、55公斤以上级双人触铃两项

比赛，河南队获得了55公斤级双

人触铃比赛二等奖、55公斤以上

级双人触铃三等奖的好成绩。

99月月 99日日，，龙舟项目在郑州龙湖水上基地开赛龙舟项目在郑州龙湖水上基地开赛。。⑨⑨3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致文杨致文 摄摄

上图为精彩的比赛获得了看台上观众们的连连赞
叹。下图为河南代表队王心斓正在进行太极剑表演。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贺志泉 摄

▼民族式摔跤项目开赛。⑨3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贾志昊 摄

秋千项目比赛赛况激烈。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春胜 摄

民族式摔跤首日5个项目亮相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瑞朝

“河南代表队，张振兴，最后
得分 9.56 分。”9 月 9 日上午 9 时
16分，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内，民
族武术比赛正在进行，当河南代
表队张振兴的成绩被报出，现场
响起欢呼声和叫好声。

这一成绩使得张振兴在众多
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民族武术
男子传统其他类拳项目的一等
奖。这也是我省代表团在第十一
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上摘得的第一
个一等奖。

从 9时 12分踏上比赛场地，
全场观众给予张振兴的掌声和加
油声就此起彼伏。

轻舒臂、缓抬腿，如行云流
水，身穿红色武术服的他，在赛场
上带出一道流动的红影。

在现场观众“好”“加油”的呐
喊声中，张振兴严肃而专注，有条
不紊地进行着自己的一套动作。

拳脚如风，动静从容，不疾不
徐，姿态优雅，这是现场观众给他的
评价。而最终的全场最高分，也是
裁判对他竞赛状态和表现的肯定。

民族武术男子传统其他类拳

项目的比赛可谓是高手云集，参
赛选手有白发老者，有利索孩童，
他们展现各自的拿手绝活，动作
有快有慢，各有千秋，得分超过
9.45分的选手有4个。

“虽然之前也获得了不少荣
誉，包括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世
锦赛冠军，但这次获奖对我来说
意义重大。”张振兴说，这次代表
河南参赛，和各民族同胞同台竞
技，感到非常开心。

今年 31岁的张振兴说，希望
更多的年轻人能走出去，代表中
国参加世界级大赛。③5

张振兴为河南代表团摘得第一个一等奖

“代表河南参赛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