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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盛会展风采 视听盛宴迎佳客
——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看点索引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9 日全面开赛。 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共包含 17 个竞赛项目和 194 个表演项目。 来自 56 个民族的约 7000 名运动员齐聚中原，金秋
时节，民族盛会，看点都有哪些？

看点一 各民族运动员共同的舞台
为提高竞技水平，普及民族
体育项目，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民
族体育中来， 自上届运动会开
始，汉族选手可按照一定比例参
加竞赛项目中的集体项目以及
表演项目，民族运动会真正成为
56个民族共同的舞台。

花炮、珍珠球、木球、毽球、
龙舟、 板鞋竞速、 民族健身操
……本届运动会上， 这些竞赛
项目将由汉族和少数民族运动
员组队角逐。 汉族运动员参加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他们
会有怎样的表现令人期待。

此外， 本届运动会的表演
项目还首次增加了“民间传统
体育”选项原则，扩大了散杂居
地区表演项目选项范围， 为形
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民族民间
传统体育搭建了更广阔的展示
与交流平台。

看点二 系列文体活动尽展民族风采
持续9天的运动会，除各项
赛事活动以及开闭幕式外，还
将举办民族大联欢、 表演项目
颁奖晚会、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展、 河南省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展等系列文化体育活
动。
民族大联欢是全国民族运
动会的重要活动之一。 据运动
会民族大联欢总导演李维佳介
绍， 本届运动会是66年来该项

赛会首次在中部省份举办 ，民
族大联欢将充分展示中原悠久
历史文化底蕴， 展现郑州现代
化城市风貌与发展成就。
“极具 地域 特 色 的迎 宾 仪
式是每届民族大联欢的看点 。
本届民族大联欢将采用‘礼乐
迎宾’的形式，传递以‘客为尊
礼相迎’的迎客理念，通过‘远
接、近迎、礼敬’三个层次形成
宏大的迎宾阵势， 表达中原儿

女对远方宾客最诚挚的欢迎。 ”
李维佳说。
赛场外， 目前考古发现的
中国历史上关于竞技比赛的最
早的一座“奖杯”柞伯簋、展示
中国古代游牧民族骑射运动的
元代卧鹿纹金绣弓囊……400
多套700多件文物现身中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 跨越
上下两千年， 充分展示中华各
民族体育文化的源远流长。

看点三 新技术、新手段打造视听盛宴
75块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
米的轻型透明网幕以灵活多变

的形态呈现影像， 与130余台高
清投影机覆盖上万平方米场地

的地面影像相呼应，形成地面、空
中、立面多维度的表演空间。开幕

式上，全新舞台技术手段给人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运动会期间，
这样的新技术、新手段还有很多。
12日于郑州黄河风景名胜
区举行的民族大联欢活动上，出
现在全国两会现场的智能机器
人，将以本届运动会吉祥物“中
中” 的身份担当志愿者角色，与
来宾互动交流；
“
黄河文化”4D情
景艺术隧道，通过视频、投影及
装置艺术搭建，则会给观众极具
冲击力的视听体验。
用新技术、 新手段包装民

族传统文化，文化与科技、内容
与形式的深度融合创新， 正在
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民族
传统文化艺术和现代视觉科技
手段相交融营造出的沉浸式观
演氛围。
“
为增强展览的科技感和现
场感，我们综合运用了声、光、电
等科技手段与雕塑、实物、沙盘等
展览形式， 特别是3D投影等技
术，精心设计了观众互动区域和
互动项目。”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副主任李迎伟说。

看点四“十八般武艺”亮相武术之乡
中国武术凝聚了几千年来
中华文化之精粹。 这项 由踢 、
打、摔、拿等构成的攻防格斗技
术， 按照一定的运动规律组成
套路和对抗两种方式， 在国际
上被称作“功夫”。
据介绍， 中国少数民族先
民们最初习武是为了对抗凶猛
的野兽， 后来武术又成为一种
军事技能， 现在的少数民族武
术已经集健身活动及表演技艺
功能于一体。

自 1991 年 在 广 西 举 行 的
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上， 武术首次被列入竞
赛项目以来， 民族武术项目一
直是民族运动会上参赛运动员
最多、 争夺最激烈的竞赛项目
之一。
东道主河南素有“武术之
乡” 之称， 少林功夫名扬海内
外，太极文化由来已久。“十八
般武艺”亮相河南，让我们拭目
以待。
/ 新华社

龄再保持在世界水平的难度相
当大。
赛后接受采访时，易建联表
示他把这场当成职业生涯最后
一场比赛来打。 但当身体天赋远
远占优的对手用一次次的灌篮
肆虐中国队篮筐时，易建联还是
显露出了无力感。
本场比赛，除全场支柱易建
联以外，方硕、王哲林、阿不都沙
拉木都有不错发挥，但在实力差
距下，这些闪光点终究未能换成
一场胜利。
2 胜 3 负，中国男篮结束了
世界杯征程， 这一成绩显然无
法与球迷们的预期相匹配。 进
入总结阶段，关于用人、关于技
战术、关于临场指挥，都需要分
析复盘， 以便寻找到中国篮球
与世界水平真正的差距。
虽然 失去 了 直 通 资 格 ，但
中国队进入奥运会的大门其实

并未完全关闭， 在明年奥运会
前，奥运会落选赛将打响，但奥
运会落选赛 4 个小组分别由欧
洲、美洲、亚太、非洲等各区 球
队混合编组， 由于实力上的差
距， 奥运落选赛往往是欧美球
队的独角戏， 亚非队伍以这种
方式突围的案例凤毛麟角。 不
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中国
男篮与世界高水平球队过招的
又一次良机， 哀兵姿态倾力一
战，中国男篮即便未赢，也将会
有一定的收获。
中国男篮的世界杯之旅落
幕了， 但中国男篮迈向世界的
步伐不会停歇。 世界杯有喜有
悲、有起有伏，但愿男篮可以从
这并不理想的结果中， 得到教
训与经验， 为未来的进步打下
基础。
中国男篮，任重道远。
/ 新华社

一场血战，中国男篮悲情告别
一场“
死磕”的血战，中国男
篮最终不敌尼日利亚，以一场失
败告别本届篮球世界杯的同时，
也失去了直接进入 2020 年 东
京奥运会的资格。
无论对中国队来说还是对
队中的核心队员易建联来说，这
都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比赛。
对中国队来说，这是一场不
能再输的比赛，因为比赛事关东
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从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中国男篮
就未缺席过任何一届奥运会。 本
次世界杯坐镇主场，兵强马壮的
中国队在赛前被广为看好，但在
接连输给波兰、 委内瑞拉之后，
中国男篮错失了晋级 16 强的机
会， 只能进入 17-32 名的排位
赛。 险胜韩国，给了中国队拼下
尼日利亚队获得东京奥运会资
格的机会，但这次说不上机会的
机会，中国队终究还是没能把握

住。
如果说对阵波兰队的输球
有低级失误的因素的话，那么在
尼日利亚队面前，中国队呈现出
来的是实力差距。 本场比赛中国
队由方硕率先在外线打开局面，
抢得了先机，但尼日利亚队摆脱
了人们对非洲球队“
球风随意”
的刻板印象， 他们耐心传导球，
不断冲击内线杀伤，依靠更少的
失误和更高的成功率逐渐占据
上风。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男篮
依靠易建联的进攻不断迫近比
分，但尼日利亚队总能在比分迫
近的时刻通过有效的方式重新
确立起优势。
全场比赛，尼日利亚队利用
中国队的失误拿到 26 分， 而中
国队在该项的统计只有 13 分。
三分球并不弱的尼日利亚队，本
场在外线仅有 15 次出手， 反倒
是不断打入内线。 扬长避短、审

时度势，这是一支强队该有的底
蕴。
在慢慢的消磨中，中国队终
于显露疲态， 周琦 5 犯离场，分
差逐渐被对手拉开到 10 分 以
上，虽然最后阶段依靠三分球暂
时续命，但终未能逆天改命。
对易建联来说， 这同样是
一场特殊的比赛。 里突外投攻
下 27 分，年过而立的他几乎以
一己之力扛着中国队前行。 从
2004 年 首 次 代 表 中国 队 出 战
奥运会， 到逐渐成为中国队领
袖， 易建联以这样铁血的方式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浓重的
一笔。
这可能是易建联最后一届
世界杯赛了， 在 4 年之后的
2023 年篮球世界杯开幕时，易
建联将年满 36 岁， 在速度越来
越快、对抗越来越激烈、体能要
求越来越高的篮球赛场，这一年

从校园到世界杯，中间的路要怎么走
在大中小学的新学期开学
之际，国足也即将开启第 12 次
冲击世界杯的行程。 如果足球
体系是一个金字塔， 那出征世
界杯预选赛的 26 名 球员 就是
闪耀的塔尖， 而千千万万在学
校操场上追逐皮 球的孩子 们，
则是金字塔的坚实底座。
从金字塔的底座到金字塔
的顶端， 就是足球体系中最重
要的部分，也就是青训体系。 青
训体系健康顺畅， 塔底的好苗
子就可以更好地成长， 并有公
平公正的向上通道 走向 塔尖 ；
青训体系若不健康不 顺 畅，好
的苗子可能会被扼杀， 或者无
法走向本该属于他们的塔尖。

一个孩子， 从在学校第一
次接触足球开始， 到成长为一
名职业球员乃至登上世界杯赛
场，中间走过的路怎样，青训体
系也就怎样。
过去很多年， 我们的教育
和体育是分开的， 苗子们往往
在 10 岁以前就进入 了体 校 或
者足球学校， 进行封闭式的训
练。 近年来，单纯的体校和足校
模式日渐式微， 不脱离家庭和
学校的新青训模式在兴起。
目前， 中国足协和教育部
门在中国足球的青训可谓是各
占半壁江山， 教育部门在全国
设立了 47 个“满天星”训练营，
而截至 2018 年底，中国足协也

在全国设立了 29 个青训中心。
不过 ，以“满 天星 ”训练 营
为代表的教育体系和以青训中
心为代表的中国足协的体系相
对独立，开放度还不够，尚未形
成有效的人才流动， 这也成为
目前中国足球青训的一个痛
点。
中国足协的掌门人和校园
足球的掌门人都意识到了这个
问题。 足协新任主席陈戌源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 表示 ，
体育和教育应当是高度融合
的。
“坦率的讲，现在体教各自
建立体系， 互相的融合远远不
够， 会严重伤害中国足球的发

展。 ”陈戌源说。
他表示， 足协应该向教育
部门做出更多的开放， 支持校
园足球发展。 而中国足协应该
更多地把精力放在职业运动员
的发展培训上， 投入更多的资
源去支持校园足球发展。
谈到与足协的合作，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
术教育司司长王登 峰 则表 示，
“
满天星” 训练营要以开放包容
的心态，加大与足协、俱乐部和
社会机构的合作，形成良性的合
作机制，实现多赢的局面。
王登峰介绍， 全国校足办
正与中国足协探讨建立县域范

围内的校园足球训练营， 把优
秀教练和教师派去指导整个区
域的校园足球教学、 训练和竞
赛， 对优秀后备人才利用周末
进行额外训练；与中超俱乐部、
地方政府合作， 中超俱乐部提
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 把校园
足球做得更扎实， 区域里涌现
的优秀后备人才优先进入该俱
乐部梯队， 而孩子并未离开学
校就能得到俱乐部更多支持。
对中 国足 球 青 训 来 说 ，体
育和教育两条腿缺 一不 可，体
育与教育相互协调，相互支持，
这条路才能走得更稳， 走得更
远。
/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