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18年8月24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赵寅生 视觉编辑：孙涛 文体

聚焦第18届亚运会

□特派记者 王伟宏

每次“挨揍”后都更加努力

今年 22 岁的王雪涛，16 岁进入保定
市体校练习散打。

“我从小就喜欢看武打电影，特别喜欢
李连杰，经常试着去模仿电影中的武打动
作。”王雪涛说。

12 岁的一天，他又一次模仿武打动
作，被在武术学校练武的堂哥看到。堂哥看
他模仿得有模有样，就半开玩笑地说：“跟
我去练武术吧。”

“如果没有那次机会，可能我一辈子也

就只是个武术爱好者。”王雪涛说，经过父
母同意，他的散打之路从此开始。

王雪涛16岁那年，又一个机会来了。
保定市武术队教练张雷雷到王雪涛所

在的武术学校挑选散打苗子，王雪涛等 5
人被选中。

但当时同去的 5 个人中，后来大多转
行了，只有王雪涛留了下来。他说，留下并
不是因为自己成绩好，事实上因为起步晚，
他最初在队里谁都打不过，训练中经常“挂
彩”。但每次“挨揍”以后，他都会更加努力。

坚持和努力终于换来了回报。18 岁那
年，王雪涛在一次省级比赛中获得冠军，并
由此进入了省队。

面对更高水平的队友，“挂彩”更成了
王雪涛训练中的“家常便饭”。但他
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再次爆
发出来，更加努力地投入训练，水
平不断提高。2017 年，他得以参加
天津全运会，并一路过关斩将。

半决赛中，王雪涛被对手踢掉
两颗牙齿，又“挂彩”了，但他没有
像大多数选手遭遇此情形时选择

“跳擂”退出，而是凭着坚强的毅力
继续比赛。靠着此前积攒的优势，
他不仅撑到了比赛结束，还战胜了
对手。决赛中，带伤上阵的他虽然
负于对手，但银牌已经是河北武术
散打项目在全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经验不足决赛惜败

今年，王雪涛更上层楼，在全国武术散
打锦标赛上获得冠军，从而获得了参加亚
运会的资格。

“王雪涛国际比赛的经验为零，这是我
最担心的。”决赛前，受国家队邀请来到雅
加达的省武术散打队教练吴文军对记
者说。

决赛前一晚进行的半决赛，王雪涛的
对手因伤弃赛。一般来说，这种有利于保持
体力的晋级方式再好不过。但对急需积累
经验的王雪涛来说，这谈不上利好。

决赛中，面对阿汉加兰，王雪涛先声夺
人，拿下第一局。第二局比赛，王雪涛一个
不太发力的动作竟然导致对手一条腿掉下
了比赛台。这个局面或许王雪涛从未想到，
竟愣神了，动作都停滞了。阿汉加兰却迅速
调整反击，接连得分，最终双方得分持平。
但因王雪涛称重时体重稍高，对方赢得
此局。

关键的决胜局，备受鼓舞的阿汉加兰
越战越勇，王雪涛与此前的表现却判若两
人，最终败北。

“第二局结束后，王雪涛可能认为自己
应该获胜。面对1∶1的结果，他心理上产生
了波动。”现场指挥的国家武术散打队总教
练张根学在赛后有些遗憾地说，决胜局王
雪涛的体能完全没问题，没能调整过来归
根到底是经验不够。“如果他打了半决赛，
今天或许不至于这样。”

不过，对于王雪涛的能力和态度，张根
学毫不怀疑，他拍着略显失望的王雪涛的
肩膀说：“打起精神来，接下来还有很多比
赛要打。”

本报雅加达8月23日电

武术散打男子60公斤级比赛摘银

王雪涛：银牌亦英雄
8 月 23 日，第 18 届亚运

会武术散打男子 60 公斤级
决赛，曾在去年全运会上为
我省赢得散打项目首枚全运
会奖牌的王雪涛，虽然以1∶2
不敌伊朗运动员阿汉加兰，
但依然创造了我省武术散打
项 目 的 新 高 度 —— 在 他 之
前，我省武术散打运动员还
从未登上过亚运会舞台，更
别说拿奖牌了。

□实习生 刘 博 记者 肖 煜

“本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
奖的五部获奖作品，基本上代表
了 2014 年至 2017 年华语中篇
小说创作的高度，基本上反映了
近年来中篇小说的创作实绩和
艺术前行的可能。”近日，第七届
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组评委、我
省作家李浩接受笔者采访，结合
此次评选和自身创作经验，畅谈
了 对 当 下 文 学 创 作 的 感 悟 和
体会。

对于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读
者看到的是各个奖项的获奖名
单和作品，而作为评委，李浩经
历的是大量作品的研读、各有不
舍的纠结、开诚布公的争论⋯⋯
谈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过程，李
浩深有感触地说：“评委们对参
评作品不仅在艺术水准、叙事逻
辑、内容的完成度上严格把关，
小说的细枝末节也绝不放过，有
时针对一篇小说会写近千字的
解析。从评选的具体标准来看，
每位评委都秉持自己的艺术标
准，对于参评作品尤其是较为突
出的作品，都会放到‘解剖台’上
来探讨，评委们遵循自己的艺术
标准来为作品发声，因此，争论
时有发生，常常会从会议室一直
持续到饭桌上。”

本着对每一篇作品认真负责
的态度，李浩坦言，此次获奖的五
篇作品均有较为强烈的个人特
色，各美其美，各有重量。尹学芸

《李海叔叔》沉郁、厚重、饱满而又
内敛，既有独特性又具典型性，是
生活之书，也是生命和经验之书；
阿来的《蘑菇圈》充满着追问、审
视和反思，不仅有着近乎长篇的
厚度，还讲述了一个极具诗意的
故事；小白的《封锁》充满着轻逸
和游戏性，步步楼台，设计精心，
极为烧脑；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
金芳》更具现实感，小说语言特点
也足够分明，充满着反讽、调侃和
自嘲；肖江虹的《傩面》则感怀于
伤逝，包含了一种柔和
又温柔的警告。

对 于 获 得 提 名 的
其他作品，李浩也给
予了中肯且有温度的
评价。李浩表示，这
些作品堪称“迷人的
遗珠”，有各自不容忽
视的闪光点。比如在
讲述中国故事的诉求
上 ， 东 君 的 《空 山》
叙事老到，有浓郁而
让人沉迷的“江南气
息”，包含着东方文化
的特有因子而又不乏
现代性；刘建东的 《阅读与欣赏》 结构之均衡、波澜之
起伏、情感之丰盈都极为难得，而对人性的洞幽探微也
令人叹服。

“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不认为在艺术上过多设限是
一件好事。相反，尽可能发挥作家的各种才能，才是获
得优秀作品的保证。”有着作家和评委双重身份的李
浩，曾经凭借短篇小说 《将军的部队》 获得第四届鲁迅
文学奖，对于小说的创作有其自身独到的见解。谈到现
阶段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首先是思想力问
题，许多小说不能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其次是惯性
写作问题，作品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作家要积极地深入生活，要为读者建立一个有魅
力、有趣味、有想象力的世界，帮助读者理解不一样的
生活，理解生活中未知和晦暗不明的幽深之处，让读者
能够时常得到警醒和反思。”李浩强调，要完成对生活
的理解和反思，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储备，这
是时代对作家提出的更高要求。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李浩作家要帮助读者理解不一样的生活

□记者 张 晶

藏族的押加、朝鲜族的秋千、满族的
珍珠球、苗族的高脚竞速⋯⋯正在沧州举
行的河北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上，11个颇具民族特色的比赛项目让
人大开眼界。这些项目不但具有鲜明的
民族特色，而且赛制规程和比赛器材并不
复杂，一些项目还适宜推广。业内人士期
待，通过本届民族运动会的举办，让更多
百姓了解和参与这些项目，使其在全民健
身中发挥更大作用。

观赏性趣味性十足

8 月 21 日下午，沧州医专，本届民族
运动会秋千赛场。

一下、两下、三下⋯⋯承德代表队的时
婧站在秋千上努力向上摆荡，她的目标是
前方距地面高度为 8.1 米的横杆上的一串
铃铛。“铃铃⋯⋯”随着清脆的铃响，这个只

练了不到两个月秋千的大学三年级女孩，
以8.1米的成绩获得单人高度比赛的冠军。

荡秋千是朝鲜族传统体育项目，本届
民族运动会秋千比赛共设8枚金牌。在位
于沧州一中的毽球赛场，别开生面“踢毽
子”比赛正在紧张进行。闪转腾挪间，小
小的毽球上下翻飞，划出一道道漂亮的弧
线。同样极具观赏性的还有本届民族运
动会的新增比赛项目——民族健身操，它
以众多民族典型的舞蹈元素为动作素材，
将民族舞蹈的柔美与健身操的力度结合
在一起，既展现了民族传统文化，又增强
了健身效果。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是千百年来
生产生活技能和节庆习俗文化积淀的生
动再现，蕴含着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传统
文化，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生活气息。同
时，这些项目的观赏性、趣味性也很强，深
受大众喜爱，值得推广。”省民宗厅文教科
技处处长耿栋良说。

期待更多人参与

本届民族运动会共设 11 个大项、89
个小项的比赛。多年来，我省共挖掘整理
了珍珠球、木球、二贵摔跤、霸王鞭、宽城
背杆、猴打棒等 100 余个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项目，编辑出版了《河北省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集锦》《河北省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画册》等介绍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的书籍。“在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上，我省的二贵摔跤多次荣
获表演项目金奖。另外，诸如霸王鞭、满
族中幡和满族八大怪等，也都是近年来挖
掘整理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在全
国性比赛中获得了优异成绩。”耿栋良说。

为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的发展，我省还在承德、秦皇岛、保定等地
建立了21个项目训练基地，青龙满族自治
县的满族中学是陀螺项目训练基地，平泉
市黄土梁子中学为木球训练基地，衡水学

院是蹴球训练基地⋯⋯目前，我省正在抓
紧研究制定对各训练基地有关帮扶计划。
各基地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和严密的规
章制度，基础设施等也正在逐步完善。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省这些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更多地是集中在高
校和民族地区开展，只有陀螺、毽球等少
数几个项目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健身
项目。本届民族运动会蹴球项目裁判长、
河北师大体育学院教授吕建力介绍，为促
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社会化，我省曾以高
校为切入点，开展“民族体育进高校”系列
活动，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应在此基础
上采取措施，让其走进更多寻常百姓家。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许多项
目是经过改良的，比如蹴球，对场地要求
并不高，很有趣味性，非常值得推广。”吕
建力说，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加大推广力
度，也希望各族群众积极参与到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中来。

我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观赏性、趣味性强，但目前仍主要集中在高校和民族地区开展

让更多人参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杨明静

本届亚运会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分
别获得金银牌的我国选手王简嘉禾和李冰
洁都只有16岁，堪称碧波池中的“双子星”。

她们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中优秀年轻选手的代表。这次我们有意锻
炼新人，845名运动员中，有631人此前没
有参加亚运会、奥运会的经历，年龄最小
的王一淳今年只有13岁。其中一些新人取
得令人眼前一亮的成绩，委实可喜可贺。

众所周知，无论哪个项目、哪支运动
队，要想长久保持实力、活力、竞争力，都
需要注重梯队建设，及时补充后备力量，
以保证正常的新陈代谢。我国乒乓球运动

之所以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就是拥有强
大的人才储备库。反之，有些优势项目的
下滑，与优秀人才青黄不接不无关系。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优秀后备人才
不断涌现呢？

首要的一点，恐怕就是要让体育运动
吸引更多受众，尤其是让更多青少年喜欢
体育运动、积极参与喜欢的项目。不久前，
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出台文件，提
出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夯实
学校体育基础、强化青少年三级业余训练
网络建设等。相信通过体教结合，各个运
动项目的“苗圃”会更绿。

再者，完备的赛事体系不可或缺。小将
们的成长，无论是技战术水平的提高还是比

赛经验的积累、心理素质的增强，都需要赛事
的锤炼。比赛不仅能给小将们展示的舞台，进
一步激发他们的兴趣，还便于发现好的苗子。

少年强，体育强。期待无论夏季项目
还是冬季项目，都能不断涌现出更多有
潜质的新苗、小将。

培养新人 锻炼小将快 评

▶ 8 月
23 日 ，第 18
届亚运会女子
800米自由泳
决赛，中国选
手 王 简 嘉 禾

（左）夺冠，中
国选手李冰洁
获得亚军。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肖煜）8 月 23 日，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
版的《韩羽集》在第 25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了
首发仪式，引来众多专家和读者的关注。

韩羽是我国在绘画、文学、设计领域均有突出成就的
艺术家，其绘画、文学表达风格独特，呈现多样性态势，在
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此次出版的《韩羽集》共六卷，
分别为《陈茶新酒》《信马由缰》《东拉西扯》《画里乾坤》

《读信札记》《涂涂抹抹》，总计约 75 万字，收录了韩羽不
同时期文学作品 649 篇，戏画、小品、插图、漫画、书法作
品约300幅，是韩羽70年艺术创作生涯的精选集。

首发式现场，年逾八旬的韩羽先生表示，是人民的哺
育、传统文化的滋养和文艺界师友的谆谆教诲、推诚相
助，使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成长为美术队伍里的一
名老兵。此次出版的《韩羽集》记录了他一生的经历，包
括他的人生观、艺术观、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等，具体、形
象地展现了“这一个”韩羽。

《韩羽集》在京首发

8 月 23 日，河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橄榄球比赛在石
家庄学院结束。共有来自石家庄、保定、沧州等 10 个市
及河北体育学院的 300 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经过两
天的激烈角逐，保定市代表队包揽男女甲组和男女乙组
全部四枚金牌。图为女子甲组冠军争夺赛中，保定队球
员（持球者）突破唐山队的防守。 记者 耿 辉摄

◀8 月 23 日 ，第 18
届亚运会武术散打比赛
男子 60 公斤级决赛在雅
加达举行，河北运动员王
雪涛获得银牌。图为王
雪涛（左）在比赛中。

特派记者 王伟宏摄

据新华社雅加达 8 月 23 日电（记者
张泽伟、严蕾、曹阳）在亚运会前两场小
组赛轻松过关的中国女排 23 日首遇劲
敌，但这场与韩国女排强强对话的结果
稍 有 意 外 ，中 国 女 排 直 落 3 局 横 扫
对手。

四年前的仁川亚运会，韩国队终结
了中国女排亚运五连冠的梦想，夺得了
冠军。今年5月世界女排联赛宁波站的比
赛，韩国队 3∶0 赢了中国队。虽然这两场
失利中国队都不是全主力出战，但中国
球迷仍然印象深刻。

这场比赛也是两代世界第一主攻
金软景和朱婷的直接对话。前者是伦敦
奥运会女排比赛的 MVP（最有价值球
员），后者是里约奥运会的 MVP。两人
近些年交手不少，但在亚运会赛场还是
第一次。

此役，中国队派出了最强阵容，主攻
朱婷、刘晓彤，副攻袁心玥、颜妮，接应曾
春蕾，二传丁霞，自由人林莉。金软景领
衔的韩国队开局连得两分，在 6∶4 领先
后，中国队朱婷后攻、袁心玥背飞反击，
扳平比分。首局打得难分难解，中国队以

16∶14进入第二次技术暂停，此后攻防明
显改善，以25∶21先下一城。

第二局开始阶段局面胶着，局中阶
段中国队一度追发金软景，破坏对方一
传，连得三分的中国队取得 12∶10 的领
先。韩国队在金软景吊球成功后也连得
三分，追成 13 平。此后，中国队两点换三
点，用二传姚迪换下丁霞，接应龚翔宇换
下曾春蕾。取得 16∶15 的领先后，中国队
在刘晓彤的发球轮连得 4 分，将比分拉
大。此后韩国队状态出现较大起伏，失误
增多，中国队趁机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

以25∶16赢得第二局。
没有退路的韩国队在第三局开始利

用金软景的强攻取得5∶2的开局，迫使中
国队叫了暂停。局面改善的中国队在朱
婷后排飞身扣球后，将比分追成 5∶6。此
后，韩国队打出一波得分高潮，尤其是连
续拦死刘晓彤的进攻后，将比分拉大到
13∶10。郎平立即调整阵容，用年轻的强
力主攻李盈莹换下刘晓彤，随后又用姚迪
换下丁霞，用龚翔宇换下曾春蕾，效果立
显，中国队连得7分，将比分反超为17∶13。
此后中国队气势如虹，以 25∶16 轻松赢
下比赛。

中国队成功“复仇”韩国队，朱婷也
在与金软景的较量中占了上风，她独得
全场最高的 18 分，比金软景多 3 分。在扣
球成功率上，朱婷也是大大领先，朱婷24
扣14中，而金软景37扣11中。

朱婷力压金软景 中国女排战胜韩国队

李浩（图片由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