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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草青，粽子香，端阳水又涨。这个端午假期，江西

多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赛龙舟活动，上演龙舟赛场上的

“速度与激情”，让全民健身与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融

合。赣江之上、鄱湖水面……在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和呐

喊声中，富裕起来的农民齐心协力，劈波斩浪。山清水

秀，龙舟竞渡，承载的是奋勇争先、力争上游的拼搏精

神；你追我赶，挥洒激情，收获的是全民健身、运动锻炼

带来的满满幸福。

奋勇拼搏 展现新时代新风貌

每年端午节，对于世代在赣江两岸依水而居的万安

韶口、百嘉等乡镇的人们来说，除了包粽子、蒸包子、挂

艾草等习俗之外，还有重要的龙舟赛。“无龙舟，不端

午。”万安县韶口乡龙舟协会会长刘俊告诉记者。往年

的龙舟赛由韶口乡和与它隔江相望的百嘉镇两支队伍

参赛，以横渡赣江为赛道，谁夺得河中央的红旗谁就是

最后的胜利者。今年的龙舟赛更具竞技性和专业性，邀

请了沿江 6 个乡镇组成队伍参赛，而且采用了国标龙舟，

聘请了专业裁判，设有 6 条赛道，每条赛道 500 米，采取 2
轮预赛、1 轮排位赛、最后决赛的比赛赛制。此次比赛，6
条龙船正式参赛，每条龙船上有 22 名队员，包括 1 名鼓

手、1 名舵手和 20 名划手。

创新队、奋斗队、奋进队……这些响亮的队名，展现

了新时代农民的新风貌。“参赛选手都是当地村民，有的

尽管在外地工作、生活，但每年都会自发地回到家乡训

练，他们以能进入龙舟队为荣。”刘俊说。

6 月 3 日，赣江之畔咚咚锵锵锣鼓响。在龙舟上，鼓

手坐在船头，轻重缓急极富节奏地击打战鼓，指挥大家

协同作战；舵手坐镇后方，掌握龙舟的前进方向；划手坐

在龙舟中间，根据鼓手的指令，喊着号子奋勇划桨。壮

阔秀美的赣江上，水流湍急，浪花翻腾，6 条龙舟如同离

弦的箭向前进发，你追我赶，奋勇争先。参赛队员们喊

着号子，甩开膀子奋力划桨。十里八乡的群众和游客闻

讯前来，大家和着鼓点，为参赛队员们助威，加油声、呐

喊声此起彼伏。

自古以来，万安民间的端午节就非常热闹，龙舟比

赛也是一直保留的项目。据了解，“万安龙舟竞渡”传统

体育项目在 2012 年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今天比赛拿到了第一名，真的很开心，很兴奋，很骄

傲！”韶口乡龙舟协会会员郭俊激动地说。

端午赛龙舟，是万安县群众体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记者采访获悉，万安县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

均取得较好成绩。根据全民健身计划，该县开展了一系

列活动，成功举办了庆祝建党 100 周年县直单位篮球赛、

乒乓球赛、微马健康跑，教职工篮球、啦啦操等赛事；成

功举办、承办多项群众体育赛事。这些活动，既体现了

该县广大群众较强的体育健身意识，也展现了全民健身

工作取得的成效。

根据万安县“十四五”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规划，该县

正在认真做好项目申报工作，督促加快芙蓉镇、韶口乡、

宝山乡全民健身工程器材补短板工程和夏造镇上造村

全民健身工程建设，积极打造“15 分钟健身圈”。

百舸争流 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赣江龙船劈波斩浪，鄱湖龙舟奋楫争先。

6 月 2 日 ，在 湖 口 县 舜 德 乡 王 燧 村 ，龙 舟 赛 如 约

开桨。

上午 9 时许，龙腾狮舞，12 支参赛队伍陆续登舟，随

着一声号令，似千帆竞发、百舸争流。队员们齐心协力，

势如箭发，勇往直前。湖面鼓点声声，岸上呐喊阵阵。

经过预赛、半决赛、总决赛的激烈角逐，舜德乡建设村、

湖口县水产集团、流芳乡代表队分获前三名。整场赛事

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精彩，赛出了奋勇拼搏的精神，

赛出了团结友谊的风格，为端午假期营造了欢乐祥和的

浓厚氛围。

龙舟竞渡，代表着拼搏进取、积极向上的中华民族

精神，蕴含着龙的传人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团结奋斗的

气质。赛龙舟在湖口是一项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体

育活动，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每年端午都有鄱湖龙舟竞

渡的传统。“我们每个星期天下午都会在水上进行训练，

划龙舟也起到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舜德乡建设村

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赛龙舟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队员

们并不满足于只在端午节参与，平日里的每一次训练，

都是一次弘扬传统文化的机会。他说，相比于比赛取得

好成绩，大家更在意用自己的精彩表现让更多人感受到

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年年举办龙舟赛，今年办得最隆重，非常好，非常

开心。”舜德乡王燧村村民陈路金兴奋地告诉记者。

锣鼓喧天，桨叶翻飞。不仅仅是龙舟赛，湖口县其

他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该县举行了三省十县山地自行车邀请

赛、乒乓球协会会员段位赛等赛事，不但丰富了市民的

体育文化生活，还提高了市民的健康水平。为此，该县

荣获 2017-2020 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2021 年，

湖口县投入资金 6000 余万元，按照承办省级游泳赛事标

准，建成占地 23 亩、总建筑面积 7000 平方米的游泳馆，

投入专项资金对馆内、馆外环境进行改造，不断提升城

市功能品质。

2022 年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将在九江举行。湖

口县紧紧围绕省运会“为九江添彩，为湖口争光”的目

标，加快夯实体育发展基础，加紧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规

范体育社团建设，不断提升体育产业质量，实现了“十四

五”体育工作的良好开局。5 月 17 日，2022 年湖口县“百

场赛事迎省运、万人乐动庆盛世”暨第十届职工体育健

身运动会游泳比赛在湖口游泳馆举行，这也是湖口游泳

馆建成后进行的首场赛事，来自全县各条战线的近百名

干部职工，成为该游泳馆首批参赛选手。

为完善体育设施，该县投入资金近 300 万元建成第

三中学羽毛球馆、第三小学乒乓球馆，统筹 72 万元体彩

公益金为乡镇体育农建工程购置体育健身器材，定时免

费向社会开放，大大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月 2 日，在湖口县舜德乡王燧村，龙舟赛如约开桨。 本报记者 李 征摄

2022 年世界女排联赛首个比赛周结束，新帅蔡斌率领

的中国女排取得 3 胜 1 负的成绩。这支朝着巴黎奥运会进

军的队伍在新周期的首秀既有惊喜也有遗憾。

去年东京奥运会的失利仿佛还在眼前，朱婷、张常宁

这两员大将因伤缺阵，再加上因为疫情原因缺乏高水平赛

事的磨砺，这些因素让人不敢对这支尚在磨合中的队伍寄

予过高期望。可是，中国队在世界女排联赛前 3 场连克荷

兰、土耳其、意大利 3 支欧洲劲旅，表现可圈可点。

出征之前，中国队新阵最让人不放心的是主攻线，两

位中生代主攻金烨和王云蕗此前尚未在国际赛场上证明

过自己，要撑起李盈莹的对角、填补朱婷与张常宁留下的

空缺殊为不易。难能可贵的是，这两位被推上一线的球员

敢打敢拼，不辱使命。尽管她们的技术细节和经验还有欠

缺，但在场上均展现出强烈的求胜欲望，进攻敢于下手，防

守毫不惜力，迅速融入球队之中。

袁心玥、龚翔宇、丁霞这 3 位奥运冠军成员是目前这

支中国女排的中坚力量。她们用稳定的表现和丰富的经

验带动整个团队。经过了东京周期洗礼的李盈莹和王媛

媛更上层楼，承担起更多的攻防重任。二传刁琳宇和自由

人王唯漪、倪非凡也很快适应了各自的角色，初露锋芒。

综观前四场比赛，中国队强悍的拦网表现、快速的进

攻组织、积极的后排防守和多回合拉锯战得分能力都给人

留下了深刻印象，主教练蔡斌的执教理念和过去几个月的

训练成果也初步呈现。在这几场比赛中，中国队经常在一

传半到位的情况下或在反击中强行组织战术快球，对进攻

速度的追求或许正是蔡斌将刁琳宇推上首发位置的重要

原因。

更让人惊喜的是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首站比赛

中展现出的高昂斗志和士气，这一点在首场 3∶1 逆转战胜

荷兰队的比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经历了东京奥运会的

失利之后，无论是袁心玥、龚翔宇、李盈莹、王媛媛这些奥

运冠军、世界杯冠军，还是刁琳宇、王云蕗、金烨等在国家

队初担重任的球员，都展现出强烈的求胜欲望，女排队员

们在得分后的纵情呐喊让人看到了这支队伍的向心力和

凝聚力。

令人遗憾的是，在 5 日的第四场比赛中，中国队 2∶3 惜

败于来自亚洲的老对手泰国队，暴露出这支年轻的队伍在

比赛经验和关键时刻把控能力上的欠缺。前三场中国队

取得三连胜的一个因素是姿态摆得低，而面对姿态更低的

泰国队的冲击，中国队姑娘们还做不到心平如镜。不过，

我们也不能以老眼光去看待近年来一直在成长和进步的

泰国队，而应虚心向这支频频“爆冷”的队伍学习。

世界女排联赛只进行了一周，巴黎奥运会周期的征程

也才刚刚开启，新一届的中国女排还没有跟美国、巴西等

强队交锋。此外，东京奥运会去年夏天刚刚结束，今年的

世界女排联赛对于各队都是考察新人、锻炼队伍的机会，

中国队战胜的队伍中有些是以二线阵容出战。我们应当

客观看待中国女排的战绩，既不可过于乐观，也不必妄自

菲薄。通过比赛也能看出，中国队的一传时有起伏，刁琳

宇的组织分配还不够稳定，队员们的临场表现与快速全

面、多点开花的要求尚有差距，这支队伍的成色还需要更

多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来检验。

尽管如此，对于在逆境之中勇挑重担的蔡斌而言，3 胜

1 负的开局弥足珍贵，这个成绩为他下一步锻炼队伍、考察

新人赢得了一定的信任和空间。正如蔡指导在赛前期待的

那样，新一届中国女排初步展现了她们的精气神，姑娘们的

斗志和朝气令人对她们的未来抱有憧憬。新的赛季刚刚开

始，让我们给予这支队伍更多的耐心，帮助她们在重塑辉煌

的道路上走得更从容、更稳健。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3胜 1负

新周期中国女排交出首份答卷
新华社记者 王镜宇

6 月 4 日，中国队球员王媛媛（左）在比赛中拦网。当日，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 2022 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

赛中，中国队以 3∶1 战胜意大利队，取得三连胜。 新华社发（穆斯塔法·卡亚摄）

中国跳水队
备战布达佩斯世锦赛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 （记者周欣）从双人到单人项

目，从最初的生疏拘谨到渐入佳境……近两个月来，中国跳水

队每逢周末就会进行“相爱相杀”的队内测验模拟比赛，备战

即将来临的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

端午节期间，中国跳水队进行了世锦赛前的最后一次测

验，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表示：“每次测验都有一定的提高，

尤其是双人项目的同步一致性和默契程度，但是动作的成功

概率和动作质量还要进一步加强。”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跳水队斩获 7 金 5 银，其中施廷懋、王

涵、陈艾森、谢思埸等主力功臣悄然隐退，巴黎奥运周期重新

启航的中国跳水梦之队最大特色就是“新”：大部分队员都是

“00 后”，年龄最大的选手是即将年满 28 岁的男子跳台选手杨

健和 27 岁的奥运三金得主曹缘。

队内测验中，最引人关注的全红婵和陈芋汐在单人项目

中是对手，在双人项目是搭档。结果在 3 次单人较量中，全红

婵以 450.15 分先拔头筹，陈芋汐随后接连两次获胜。

这一年来身高涨了 10 厘米、正经历身体发育期的全红婵

并不一定总能完美发挥，即使她在测验中不乏满分表现；而比

她大两岁的陈芋汐胜在动作质量和表现稳定。小姐俩的共同

心愿是“世锦赛赢得两金”。

6 月 18 日至 7 月 3 日，世界游泳锦标赛将在匈牙利首都布

达佩斯举行。

江西足球军团出征2022赛季
本报讯 （记者李征、实习生王仕聿）近日，中国足协陆续

发布了中甲、中乙和中冠联赛的赛程和赛区安排，我省今年征

战这三级联赛的俱乐部分别是中甲联赛的江西北大门（原江

西联盛）、中乙联赛的江西黑马青年（原宜春威虎）和中冠联赛

的九江力之源。

据了解，2022 中甲联赛将于 6 月 8 日开赛。江西北大门

已于 6 月 1 日到达南京赛区，目前正在积极备战。根据 2022
中冠联赛抽签仪式结果，九江力之源分在东南片区的肇庆赛

区，将于 7 月 16 日开赛，与广东蜀地红、福州恒星、上海幸运

星、泉州青工、上海华正等 5 支球队同场竞技，赛区前两名晋

级下一阶段。作为首次参加中冠联赛的队伍，九江力之源对

征战准职业联赛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据新华社巴黎 6 月 5 日电 （记者肖亚卓）5 日的法网男单

决赛，“红土之王”纳达尔直落三盘横扫挪威选手鲁德拿到第

14 个法网冠军奖杯，赛后这位西班牙人谈到了自己的脚伤，

表示接下来将做进一步的治疗，至于能否出战温网现在还不

能确定。

“这两个星期我已经到了自己的极限，我需要通过注射药

物来麻痹脚上的神经缓解疼痛，只有这样我才能继续比赛，但

同时这样做也存在巨大的风险，”纳达尔说，“但所有人都知道

法网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所以我用尽了一切办法，希望再给

自己一次机会。”

在被问到接下来是否参加于本月底开赛的温网时，纳达

尔表示自己现在也不确定，一切都要看接下来的治疗结果。

在当天的决赛中，纳达尔仅耗时 2 小时 18 分钟就轻取曾

经在自己的网球学院训练过的挪威小将鲁德，最后一盘甚至

送给了对方一个“零蛋”。

这次夺冠也让纳达尔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大满贯单打冠

军次数男子选手历史第一人的地位。目前，纳达尔手握22个大

满贯单打冠军头衔，比老对手费德勒和焦科维奇各多两次。

纳达尔拿下
第22座大满贯奖杯

纳达尔在颁奖仪式上手捧冠军奖杯。 新华社发

6 月 5 日，勇士队球员普尔（左）在比赛中防守凯尔特人队

球员塔图姆的投篮。

当日，在 2021-2022 赛季 NBA 总决赛第二场比赛中，金

州勇士队主场以 107∶88 战胜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两队总比分

1∶1 战平。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