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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

习近平：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民族的大团结 你我的运动会
第第1111届全国少数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99月月88日—日—1616日在郑州举行日在郑州举行

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舞龙舞
狮，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运动项
目，在第 11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表
演项目中，观众将能够看到代表国内
最高水平的舞狮表演——多次获得

“北狮王”称号的登封鹅坡武校舞狮
队目前正在加紧排练，在未来的盛会
上“出出彩”。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的表现项目分为竞技类、技巧类和综
合类三类，由各代表团根据本地区民
族传统体育事业发展实际，自行编创
参赛，这也是整个运动会中极具观赏
性的部分。

鹅坡武校舞龙舞狮队创建于
2013 年，先后从万余名师生中选拔
出近百名优秀队员。舞狮队2014年
获得北狮王银奖后，2015年夺得南

北狮王争霸赛金奖、荣获“北狮王”光
荣封号；2016年在“黄飞鸿杯南北狮
王争霸赛”中，再夺金奖，再次荣获

“北狮王”称号。
8 月 10 日下午，在鹅坡武校的

排练厅记者看到，虽然几个大吊扇
已经开足马力，但依然是闷热难
当。穿着厚厚的“狮子服”，不一会
儿演员们就汗流浃背。就在这种情
况下，演员们仍认真地按照教练要
求一遍遍重复着动作，反复打磨细
节。民族运动会上，他们将参赛的
节目叫《群猴戏狮》。

早在去年年底，鹅坡武校就接到
了正式参赛通知，学校也随之投入到
准备工作。相比以往的比赛，学校首
先面临的是参赛队员资格问题，因为
按照要求，选手必须是少数民族。鹅

坡武校首先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
当中圈定了部分少数民族选手，随后
经过多轮选拔，最终确定了 20名 10
到 18岁的正式演员。

在结合以往演出经验的基础
上，反复雕琢，舞狮队编排了这台全
新的节目《群猴戏狮》。这不仅仅是
一台展示技巧的节目，更是一幕有
故事情节的舞台剧。8分多钟的演
出，讲述了猴子和狮子从相遇、猜
疑、试探，最终和谐相处的过程。整
台节目中，融入了少林拳、猴拳等拳
法，腾跃、空翻等高难度动作贯穿始
终，狮子的英勇威猛、猴子的俏皮可
爱都被小演员们用武术动作演绎得
活灵活现。

7月份，省民委组织省内所有参
赛队伍集中进行赛前展演，鹅坡武
校的这台节目受到了好评，同时相
关专家也提出了改进意见，为此学
校在 7月底专门邀请省内著名导演
赵力民到校现场指导。经过长时间
的苦练，《群猴戏狮》目前已经相当
成熟。

“可以说这台节目编排新颖别
致，同时对演员的基本功和武术技巧
都有很高的要求，相信届时一定给观
众耳目一新的感觉。目前节目已经
成型，在开赛前的这段时间，我们要
做的就是很抠细节，精益求精，确保
发挥出我们最高的水平。”节目负责
人任晓刚表示。

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舞龙舞
狮，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运动项
目，在第 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的表演项目中，观众将能够
看到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舞狮表演
——多次获得“北狮王”称号的登封
鹅坡武校舞狮队目前正在加紧排练，
在未来的盛会上“一鸣惊人”。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文/图

舞狮队：“北狮王”厉兵秣马河南代表河南代表团备战巡礼团备战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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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5 月 27 日，庄严而神圣
的火种由中国西藏登山队一行 10余
人，在珠穆朗玛峰峰顶成功采集，从
而拉开了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序幕。火炬终交仪式于
1999年 9月 9日 9时 9分 9秒在北京
天坛圜丘举行。

本届运动会在举办时间和地点
上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1999 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周年，是
西藏自治区民主改革 40周年，又是
20世纪的最后一年。北京是祖国的
首都，是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西藏
是“世界屋脊”，是我国典型的边疆民
族自治地区。56个民族汇聚一堂，在
这两个赛地展示了我国各族人民团
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展示了民族政策
和改革开放给民族地区带来的巨大
变化。

由国家民委、国家体委联合主
办，北京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六届全
国 少 数 民 族 传 统 体 育 运 动 会 ，于
1999 年 9 月 24 日至 30 日在北京举
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分赛
场，于 1999年 8月 18日至 23日在拉
萨市举行。本届民族运动会是 20世
纪我国举办的最后一次大型综合体
育运动会。

本届民族运动会会徽设计为圆

形，图案上部分为三只凤凰，凤凰造
型为阿拉伯数字“6”，象征“第六届民
族运动会”。下部图案由天坛和布达
拉宫主建筑组成，分别代表本届民族
运动会举办城市。上下两部分共同
构成本届民族运动会民族圣火图案。

吉祥物定名为“燕燕”，其原型取
自“北京雨燕”。六朵鲜花象征“第六
届民族运动会”，并寓意着本届民族
运动会在热烈祥和的气氛中举行。

该届运动会遵循“发展民族体
育，增强民族体质，加强民族团结，振
奋民族精神”的宗旨，本着“平等、团
结、繁荣、进步”的原则，充分展示了
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
举民族团结的旗帜，迈向新世纪的精
神风貌。

该届运动会设竞赛项目和表演
项目两大类。竞赛项目有：抢花炮、
珍珠球、木球、毽球、蹴球、秋千、射
弩、龙舟、赛马、打陀螺、押加、民族式
摔跤。其中射弩、打陀螺、押加和部
分马上项目、部分表演项目在拉萨分
赛场进行。

为配合运动会的举行，还举办
了“民族文化节”“民族艺术周”“民
族大联欢”“民族摄影展”等一系列
文化活动。

本报记者 王微晶 王文捷

本报讯（记者 王文捷）
为 保 障 第 11 届 全 国 少 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式 期 间 社 会 团 体 出 行 ，昨
日 ，本 届 民 族 运 动 会 执 委
会组织郑州市公共交通总
公 司 ，进 行 了 全 国 民 族 运
动会公交运输保障的首次
演习。

全国民族运动会期间，
我市定制公交车辆将以“安
全第一、平稳有序、超前服
务、万无一失”为目标，为社
会 团 体 观 众 提 供 安 全 、准
时、舒适的运输服务保障。
昨天下午进行的演习，安管
人员按照职责分工对车辆、
人员进行检查对接，并对车
辆技术性能和安全设施进
行检测检验，确保各项技术
状态完好。

共有 35 台公交车辆从
16 个指定的地点集结按时
出发，沿预定线路驶向奥体
中心。在行车过程中，郑州
公交各级管理人员全程引导
指挥，并对行车过程中的注
意事项和发现的问题进行记
录，郑州公交 GPS 智能调度
中心则通过实时监控，对参
演车辆的运行时间、行驶速
度、沿途保通等各个环节步
骤进行详细记录，为接下来
的分析总结工作提供依据。

参加昨天演习的车长、
工 作 人 员 、交 警 共 300 余
人。整个演习过程紧张有
序，达到了预期效果。

据了解，目前参与民族运
动会保障的车辆已经全部到
位，不仅专门组织高星级车长
参与此次保障工作，还邀请了

交管部门和礼仪老师对全部
车长分批进行了培训，对各民
族风俗习惯进行了学习，用最
优质的服务、最饱满的热情来
迎接八方来客。

在奥体中心停车场，公
交三公司三车队运营队长马
国亮在接受采访时说：“通过
专项培训、资料收集以及车
辆设施安全检查等工作，有
信心服务好民族运动会。此
次演习的目的主要是让各车
长熟悉线路，熟悉在奥体中
心车辆的停放位置，以及应
对突发事件的演练。之后还
会进行几次这样的演习。”

公交三公司三车队车长
雷光辉表示，将以饱满的热
情，为来自全国的运动员和观
众提供优质的服务，展示好郑
州文明城市的窗口形象。

定制公交进行首次演习

本报讯 (记者 成燕 实习
生 李鑫)模拟迎送路线迎接
来宾；为过生日来宾送上生
日蛋糕；为获奖运动员举行
庆功仪式——随着第 11 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进入倒计时，各接待宾
馆筹备工作也开始进入实
操演练阶段。为确保给来
宾提供整洁有序、舒适愉悦
的接待服务，昨日，全国第
11 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接待部在永和铂爵酒
店开展实操培训。

昨日上午8时，各接待宾
馆工作人员及迎送服务小组
成员在永和铂爵酒店统一乘
车，分别前往郑州东站、新郑
国际机场参加迎送路线的实
地演练。一个多小时后，模
拟演练人员抵达永和铂爵酒
店后，开始进行迎接、大厅接
待实操培训。接待宾馆人员

指挥车辆停放在规划好下车
地点和大巴停车位，并提前
安排好服务人员举行简洁的
欢迎仪式。在酒店门口，工
作人员有序地排成两排，礼
仪小姐手捧鲜花热情欢迎

“代表团”到来。接待宾馆指
定专人负责引领“代表团”人
员至各楼层进入房间，服务
人员“一对一”协助嘉宾办理
好登记入住和签到手续。

在随后举行的接待部实
操培训会议上，相关负责人
集中培训接待工作全流程。
各小组汇报了演练工作开展
情况、存在的问题和次日工
作安排。

在中午举办的来宾用餐
服务实操培训中，酒店组织
模拟人员依次进行面部识
别 ，分 批 有 序 进 入 餐 厅 用
餐。为让来宾感受到厚重的
豫菜文化，厨师现场进行精

彩的拉烩面表演。同时还进
行为来宾庆祝生日个性化服
务演练：身着喜庆红旗袍的
酒店工作人员端出制作精美
的生日蛋糕，蛋糕旁是第 11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吉祥物“中中”。大家手
持“祝福您生日快乐”标牌，
共同唱起生日快乐歌。随后
还演练了代表团运动员获得
奖项返回酒店的庆祝仪式：
酒店准备好庆功宴，礼仪小
姐为获奖健儿献上鲜花并送
上祝福词。

据此次演练活动负责人
介绍，目前已进入迎接民族
盛会工作冲刺阶段，各赛事
接待宾客正在强化个性化服
务培训，认真搞好民族风俗、
饮食习惯、个性特点、文化背
景等方面学习培训，以进一
步提升员工服务水平，突出
专业化、品牌化服务特色。

实操培训提升接待水平

第六届：北京，1999年9月24日至30日

珠峰圣火北京拉萨联袂燃情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展开了开
幕式后第五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忻州进行的本届青运会拳击项
目决赛阶段体校组的比赛中传来喜讯，河南年轻拳手发挥出色，
勇夺 3枚金牌、3枚银牌和 5枚铜牌，充分展现了我省在拳击项
目上坚实的人才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军团”在本届青运
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就出自拳击项目。

全国二青会拳击项目决赛阶段的比赛分为体校组和社会俱
乐部组两大组别，其中社会俱乐部组的比赛于8月 2日至 6日举
行；体校组的比赛则于 8月 7日至 13日举行。河南省重竞技运
动管理中心共组建了7支队伍参加本届青运会拳击项目决赛阶
段的比赛，其中 4支参加体校组的争夺，3支参加俱乐部组的角
逐。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河南拳击小将在社会组俱乐部组的比
拼中获得 1枚金牌、1枚银牌和 3枚铜牌，而在今日结束的体校
组的争夺中则斩获3枚金牌、3枚银牌和5枚铜牌。获得体校组
金牌的拳手和级别分别是：赵先冉体校组男子乙组 63公斤级、
刘凤阁体校组男子甲组 63公斤级、赵蒙洋体校组男子甲组 69
公斤级。赵蒙洋获得的这枚金牌，也幸运地成为“河南军团”在
全国二青会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

二青会：河南团夺金破百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上午，2019年第六届武动中原武
术跆拳道大赛，在郑州黄河科技学院南校区体育馆拉开帷幕。
来自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全国10个省份 298支
队伍的4000余名选手汇聚绿城，切磋比擂“武动中原”。

本届赛事设有跆拳道品势、竞技，武术套路，散打，空手道等
项目的专业比赛，从幼儿级到专家级分为10个级别，男、女共两
百个组别，3天的比赛将决出上千枚金牌。参赛的4000余名选
手中年龄最小的只有 3岁半。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参赛选手
们个个精神抖擞，大家在切磋比擂的同时，也畅享着参与武术运
动带来的健康与激情。

河南作为武术大省，武术文化源远流长。“武动中原”品牌赛
事作为河南武道行业的一张名片，立足河南，已经成为全国高水
准的专业和业余青少年赛事。“武动中原”品牌赛事之前已成功
举办五届，由国家级一级武术、跆拳道专业裁判进行现场评判。
国家级裁判仲裁，秉承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获得了全国广
大选手和教练员的认可。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武动中原赛事已
经成为中原五省最大规模的武术、跆拳道盛会。该项赛事，旨在
打造全国高水准的专业青少年武术跆拳道赛事，提高青少年身
体素质，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体育后备人才。

4000余武者“武动中原”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晚上，在中超第 22轮比赛
中，建业做客金陵挑战势头不错的江苏苏宁。顶住主队半
场进攻之后，下半场形势风云突变，韩轩的红牌彻底打乱
全队的整体部署，最终少一人的建业队以0∶3的悬殊比分
败下阵来。

最近两轮建业队接连遭遇主力停赛，先是韩轩和周定洋
在客场同天津泰达的比赛中无法出场，随后在主场对北京人
和的比赛中王上源和冯卓毅有分别累计四张黄牌无缘出
战。随着王上源和冯卓毅的解禁复出，本轮客场比赛王宝山
终于又可以排出最强阵容出战。比赛开始后，双方均打得小
心翼翼，破门得分机会都不多。第21分钟，建业外援伊沃在
苏宁禁区内偏左位置起球，球疑似打到了阿不都海米提手
上。裁判在听取了VAR的意见后，示意没有点球。第37分
钟，伊沃前场左路被杨博宇放倒，建业快发任意球，巴索戈左
路拿球杀入禁区，最后小角度射门被主队守门员张岩扑出。
第39分钟，卡兰加在禁区内疑似被米兰达侵犯摔倒，裁判通
过VAR判定，没有点球。半场两队以0∶0收场。

易地再战，场上形势发生突变，苏宁开始加强进攻。第
46分钟，主队埃德尔禁区内接队友传球垫射将球打进，苏宁
以1∶0打破僵局。第54分钟，特谢拉拿球直扑建业禁区眼看
要形成单刀，韩轩无奈之下将特谢拉放倒在禁区前沿，主裁
艾堃掏出本场比赛的第1张黄牌，但之后VAR介入，艾堃也
到场边观看慢镜回放收回黄牌改判直红罚下韩轩。意外的
红牌让建业队迷失了方向。第63分钟，苏宁开出角球，卡兰
加头球顶在陈灏的手臂之上，随后吴龑开球门球直接找到前
场的巴索戈，巴索戈晃开苏宁防守一路杀到苏宁禁区，横推
分给杜长杰，杜长杰的射门被顾超神奇扑出。但这次进攻结
束后，VAR介入，陈灏此前禁区内手球犯规，艾堃补判点
球。特谢拉操刀主罚将比分扩大为2∶0。此后建业队军心涣
散。第80分钟，苏宁队谢鹏飞禁区一记世界波将比分定格
为3∶0，送给建业队一场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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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源（中）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8月12日，拜仁慕尼黑队球员科曼（中）与科特布斯队
球员哈塞（右）、格尔曼在比赛中拼抢。当日，2019~2020赛
季德国杯首轮比赛中，拜仁慕尼黑队客场以3∶1战胜科特
布斯队，晋级第二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