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4月15日 星期一
统筹：胡田野 美编：王艳 校对：邹晓梅AA04-05 民族运动会 NEWS

“光荣与梦想同在，责
任与希望同行！我们要倍
加珍惜这次难得的机遇和
荣誉，牢固树立责任感和
紧迫感，勇担重任积极作
为，我们将热情参与真情
奉献，我们将勤奋学习扎
实工作，以百倍的努力和
干劲，圆满完成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的志愿服务工作。”来
自郑州师范学院的学生李
淼红，在 12日的动员大会
上代表服务本届全国民族
运动会的 2.8万名志愿者
郑重承诺。

同样是来自郑州师范
学院的魏淏，当得知自己
有幸成为本届民族运动会
的志愿者时激动不已：“能
为全国民族运动会志愿服
务，感到特别光荣。本届
运动会的举办对于郑州
市、河南省来说都是一件
大事。我将弘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
神，为这项祖国的盛会付
出一点自己的努力。”

志愿者历来是各项重
大赛事中的一道风景线，
而志愿服务则体现着一座
城市的温度。执委会社会
工作部执行副部长张琳琳
告诉记者：“志愿者是微笑
使者，也是城市名片。我

们经过前期调研
和了解确定了
8000名赛会志愿
者和 2 万名城
市志愿者的志
愿者结构组成。
8000名赛会志愿者
主要来自我省在郑
各高校学生，他们的服务
岗位是在本届民族运动会
的比赛场馆和赛事现场；2
万名城市志愿者则是来自
我市的各行各界，他们的
服务岗位遍布我市的公
交、地铁、旅游景点以及街
头巷尾。我们近期将全面
展开 8000名赛会志愿者
的招募工作，通过自主报
名、学校初筛和面试等环
节，确定最终的志愿者人
选。招募工作结束后，我
们将对这些赛会志愿者进
行民族知识、接待礼仪的
培训。期待志愿者为本届
民族运动会的成功举办，
奉献他们的青春力量。”

一场属于全国各
族人民的体育盛会
将在 9 月 8 日至 16
日精彩上演。

郑州，决心全
力以赴以一流的组
织、一流的服务、一流的
保障，高水平、高质量举
办好本届民族运动会。

●第一届 新中国刚刚诞
生，党中央就对各民族民间传
统体育活动十分重视。 1953
年 11 月 8 日~12 日，在天津市
举行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
演及竞赛大会。31 年后，即
1984年，国家体委、国家民委
将这次体育运动会定为第一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从此，这项以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为主的赛事活动便
每4年一次地开展起来。

●第二届 第二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
1982 年 9 月 2 日～8 日在内蒙
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隆重举
行。本届运动会历时7天，来
自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 56 个民族的 863 名运动
员和教练员参加，其中少数民
族运动员593人。

运动会期间，还举办了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图片展览”，举办了有12000人
参加的盛大联欢晚会。

●第三届 第三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
1986 年 8 月 10 日～17 日在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隆重举行。本届运动会首次
启用了会徽、会旗、会标，这标
志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逐步走向正规化。由全国
（除台湾省外）29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 55 个少数民族
的运动员和各民族的教练员、
工作人员共 1097 人参加了比
赛和表演。

●第四届 由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四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于 1991 年 11 月 10 日～17
日在南宁市隆重举行。

从该届运动会开始，承办
单位举办了运动会歌曲征集
活动，民族运动会第一次有
了自己的会歌。由乔羽作
词、徐沛东作曲、韦唯（壮族）
演唱的《爱我中华》，从广西
南宁唱响全国，唱遍了祖国的
大江南北。

●第五届 第五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
1995 年 11 月 5 日～12 日在云
南省昆明市举行。

运动会期间，国家民委、
国家体委联合召开表彰大会，
表彰了一批为发展少数民族
地区体育事业做出贡献的模
范集体和模范工作者。

为 配 合 运
动会的举行，还

举办了“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摄影

艺术展”“民族团结艺术灯展”
“焰火晚会”等活动，并在海埂
民族村举行了民族大联欢。

●第六届 第六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
1999 年 9 月 2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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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在拉萨市举行。

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是20世纪我国
举办的最后一次大型综合体
育运动会。

●第七届 由宁夏回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七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于2003年9月6日～13日
在银川市、石嘴山市隆重举行。

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及中国人民解放
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台湾省
等34个代表团的55个少数民
族的运动员和各民族的教练
员、裁判员、工作人员，以及30
个观摩团的观摩人员、少数民
族体育先进代表及新闻记者
共9000余人参加。

●第八届 第八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
2007年11月10日～18日在广
东省广州市举行。这次运动
会融入“团结、强健、奔小康”
的主题，是一场充分展示民族
大团结，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
盛会。

●第九届 第九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
2011 年 9 月 10 日～18 日在贵
州省贵阳市举行。

本届民族运动会创造了
运动会历史上的多项“第一”，
其中项目设置数量和参赛人
数都创下了历届之最。本次
运动会一共设置了16个竞赛
项目，表演项目有180多个；共
有来自 34 个代表团、55 个少
数民族的6773名运动员参赛。

●第十届 第十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
2015年8月9日～17日在内蒙
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

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
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解放军以及台湾地区的 34
个代表团的 6240 名各族运动
员齐聚鄂尔多斯，共同角逐
17 个竞赛项目和 178 个表演
项目中的 241 个一等奖、541
个二等奖、557 个三等奖。运
动会期间还同时举办了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少数
民族电影展演、民族大联欢
等活动。

民族运动会迎着春风向我们走来
全国民族运动会

历届回眸

1985年，这里举办了首届全国青少年
运动会，时隔 34年，这里再度举办全国综
合性运动会，也是全国民族运动会首次在
中部省份举办。

这里，就是郑州！34年过去，河南、郑
州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河南省的
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位列全国前茅，郑州市
则从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跻身国家中心
城市行列，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第十一
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于郑州而言，不只是又
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体育盛会，更是郑州
改革开放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因此，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提出将以“世界
眼光、国际标准、郑州特色”为目标和标
准，办好本届民族运动会，一展郑州城市

风采。
“民族运动会要在郑州开了，我为我的

家乡感到骄傲！”热爱体育运动的市民刘轩
豪对即将召开的民族运动会信心满满，在
他看来，除了运动会本身，提升他自豪感的
更有郑州城市面貌的焕然一新。

“作为郑州市民，我们人人都应该当好
东道主，把最好的热情展示给全国各族同
胞。”家住郑州市体育馆旁边的李永清大姐
开心地对记者说。作为一名广场舞爱好
者，当李永清听说民族健身操项目将在郑
州市体育馆举行时，她更高兴了，“我知道
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同胞都能歌善
舞，比赛的时候我一定会到现场观看他们
的表演，好好学上几招。”

家住绿城广场附近的王海平是一名
武术爱好者，每天早上都到绿城广场晨
练。他告诉记者，当得知民族武术项目将
在新落成的奥体中心举行非常开心：“一
个开心是咱们大郑州‘高大上’的体育场
馆终于建成，群众又多了个健身好去处；
另一个开心是到时候奥体中心地铁也通
了，我可以坐着地铁去看高水平的武术比
赛，多方便。”

王海平所说的“乘地铁到‘高大上’的
奥体中心”只是本届民族运动会惠及民
生的一个缩影，包含奥体中心在内的“四
个中心”，为郑州西区的发展带来无限活
力和希望，也展现着郑州新一线城市的
面貌。

作为本届运动会开闭幕式、民族传统
武术项目举办地，正在建设中的郑州奥体
中心毫无疑问是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奥
体中心的建成也将标志着郑州市的设施
全新升级。

随着开幕式的临近，奥体中心也已初
露芳容。“目前场馆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进入内外部的设备调试、智能化以及体育
工艺精雕细琢的阶段，预计 7月 20日能够
交工投入使用。”奥体中心工程负责人沈
阳介绍说。昨天记者在现场看到，体育场
和体育馆的座椅已经安装完毕，工人们正
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内场场地的铺设和设
备调试工作。

奥体中心包含体育场、体育馆、游泳
馆及配套商业（酒店、电影院、全民健身游
泳馆、体育理疗及体质检测等体育产业）
等。“一场两馆”采用的是“品”字形布局，
以东西向为主轴，形成南北对称的布局，
体育场的圆形设计与体育馆、游泳馆的方
形设计相呼应，暗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天圆地方”。体育场内设包括周长400米
的标准环行跑道、标准足球场及各类田径
比赛场地，场内可容纳6万名观众，体育场
东侧设有国内首例悬挂式酒店，共设 115
个房间。体育馆总座席数 1.6万个；游泳
馆座席3000个。建成后，具备承办全国综
合性运动会及国际A级单项比赛的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奥体中心在整个施工
过程中，绿色、环保理念贯穿始终，通过高
新技术手段，实现了“智慧工地、绿色施
工”，没有出现建筑扬尘。

除了奥体中心之外，郑州市体育场、
郑州市体育馆和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
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郑州师范学院、郑
州工程技术学院、郑州市十一中等 6所院
校的体育场馆，以及郑东新区龙湖水域将
承担运动会各个项目的比赛。目前，各场
馆的改造项目均已通过专家评审，4月底或
者5月初全面施工，预计6月底前完工投入
使用，龙湖水上基地项目已经进场施工，完
成打桩，也将于6月底前建成投入使用。

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包
括火种采集仪式、互联网传递、城市实地传
递和点燃主火炬4个部分。其中火种采集
仪式将于5月8日在登封市观星台举行，目
前仪式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登封观星台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保
护较好的天文台，在世界上也属最早的天
文建筑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天文科
学建筑物之一，它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家
在天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在世界天文史、建
筑史上都有很高的价值，观星台也是世界
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组成部
分。选择在这里举行火种采集仪式，能够
充分彰显河南特色和厚重的中原文化。

据执委会大型活动部传递组执行负
责人刘平介绍，火种采集仪式共有三个主
要环节：火种采集、现场传递和启动互联

网火炬传递。火种采集环节，届时两位火
种采集手将在 11位火种采集使者的护卫
下完成采集工作。目前，火种采集手和采
集使者的推荐、遴选工作正在进行中，采
集手由一位少数民族女学生和一位汉族
女学生担任。

另外，火种采集手和采集使者的服装设
计方案已经确定，设计以华夏民族传统服饰
为原型，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
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其蕴含的
哲学思想与采火地点观星台象征的“时间”
理念一致，刺绣图样与会徽中的“龙凤呈祥”
寓意呼应。

仪式上的一大亮点是，届时来自
全国各地的 56位各民族少年儿
童，将身着各民族传统服
装，合唱本届运

动会主题歌，以及根据传统民谣改编的
《二十四节气歌》。这也是民族运动
会历史上第一次由各民族小歌手
组成合唱团进行表演。

火种采集之后，将完成
线下前两棒的传递。随
后启动互联网火炬传
递，网上火炬传递
活动将持续到
9月8日。

全国民族运动会期
间，参会代表团、特邀嘉
宾、火炬手、观摩团、运动
员、技术官员、专职驻停表
演人员、新闻媒体等预计
1.6万人来到郑州，他们的
迎送、食宿、学习考察、集
中供餐、医疗卫生、食品安
全等服务保障是一项重点
工作。为此执委会专门成
立了接待部，目前运动会
的接待工作正在紧锣密鼓
地筹备中。

接待部通过前期走访
上百家宾馆，最终选定了
硬件设施好、服务质量高、
接待能力强的64家宾馆作
为驻地保障宾馆。在饮食
方面，制订了《餐饮及清真
后厨保障方案》，并结合具
有浓烈的河南地方特色菜
系，选取 18个地市的代表
性菜品，根据参会嘉宾的不
同口味制定相应的菜单。

参加本次运动会共有

34个团，明确
了 34个局委作
为对口接待单位，实施
一对一接待。要求对
口接待单位合理成立
驻地宾馆接待服务保障工
作组，分工负责，责任到
人。接待部已经建立了34
家代表团联络员多渠道沟
通联系机制，收集接待对
象信息，实时沟通联系，掌
握人员、比赛器材信息及
清真餐需求。

为了更好地完成接待
工作，接待部还将举办对
口接待素质培训，市接待
办副主任李建军介绍说：
“我们将通过邀请名师、专
业人士授课，学习政策规
定，讨论交流，对参与工作
人员、志愿者等进行民族
政策、接待常识、礼节礼仪
等相关知识技能培训，全
面提高对口接待工作人员
素养。”

城市：“郑州特色”再焕新颜

场馆：奥体中心7月投用

火炬传递：火种5月8日登封采集

接待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中

志愿者：光荣与梦想同在

来自各界的志愿者已做好准备来自各界的志愿者已做好准备

和煦的春风轻抚
大地，万物复苏，迎着
春风，全国民族运动会
正大踏步向我们走来。

4月12日，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开幕倒计时150天动
员大会在省人民会堂举行，
标志着这一全国大型综合
体育运动会的各项筹备工
作即将进入冲刺阶段。

相约全国规格最高、规
模最大的民族体育运动
会，郑州，将开足马力迎接
盛会！
郑报融媒记者 王文捷
郭韬略 陈凯/文
白韬/图

施工人员正在对奥体中心内部精雕细琢施工人员正在对奥体中心内部精雕细琢

奥体中心奥体中心
初露芳容初露芳容

登封观星台登封观星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