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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的推广使用，城镇化进程的
提速发展，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
都让农村群众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让本
就扎根乡土、世代传承的传统体育运动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跨界与融合成为发
展趋势的今天，乡土体育应怎么“+”？

合川区龙舟队教练尹大伦寄望于多参
加比赛，“现在龙舟已经成为了亚运会项
目，这对我们是个大好消息，多打比赛多出
成绩，肯定能吸引来赞助商，就能减少一点
对财政的依赖。”

奉节的探索是，将夔龙术改造为课间
操，让全县中小学生都参与进来，从而扩大
群众基础和影响力。2016年，万义辉结合

学生身体特点，精心编排了中、小学夔龙术
操各一套，并于2017年秋季在部分中小学
进行试点，达到强身健体，传承、弘扬武术
文化的目的，“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这
样也可以解决后继无人的问题。”谈及这个
做法，他如是表示。

铜梁把龙舞演艺、龙灯彩扎与村民的务
工就业紧紧结合起来。首先是演艺产业，政
府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兴起了35支民间
龙舞艺术表演团队，龙舞演艺每年能为铜梁

区带来6千万元到8千万元的收入，平时务
农、闲时当演员的农民已超过2000名。其
次是龙灯彩灯产业，该区先后建成6个铜梁
龙灯彩扎基地、1个龙灯彩扎扶贫车间及1
个龙灯彩扎厂，促进彩扎产业的规模化和专
业化发展，不少村民成了手艺人。

“赛事试水—顶层设计—筑巢引凤—
产业带动。”石福磊对记者谈起了自己的看
法，“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的宣传效益，很
难用具体数字来衡量。”

万盛也是这么做的：在赛事方面，近五年
承办市级以上体育赛事40多次，促进了体育
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同时，建成了黑山谷国
际青年户外运动中心、万盛石林国际科技体
育（定向运动）赛训基地、凉风·梦乡渔村国际
垂钓中心等10个具有较大规模的体育旅游
综合体，以平台激活乡村山水资源；产业导入
方面，则培育引进了青年汇巅峰乐园、鸿晟达
新材料公司等民营市场主体30余家。

“哨声一响，黄金万两”的体育发展规
律，放在乡村振兴中依然适用，如何在人与
自然、山水的互动中赋予乡土体育更多的
内涵，从而推进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
仍需要更多的顶层设计，更多的地方探索。

乡土体育应怎么“+”？

曾几何时，在人们的观念里，体育运动
与农民似乎很难联系到一起，与乡村振兴
更是“八竿子打不着”。

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肤浅的。体育运
动是指有计划的科学的运动，可以增强体
质、娱乐身心，农民下地干活，则是一种体
力劳动，是机械、重复和单调的。

通过这次采访，记者切身感受到，随着
农村经济发展，农民体育健身需求越来越
迫切，但由于体育健身设施的滞后，无法满
足一些地区农民健身活动的需要。比如
说，在万盛经开区青年镇，全民健身中心建

成之前，当地人苦于没有健身场地，他们跑
步只能围着镇政府跑圈。

同样在万盛经开区，曾经的国家级贫
困村关坝镇凉风村，因地制宜打造国际钓
鱼基地，实现了整村稳定脱贫，被授予“国
家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村民人均收入从
6200元提高到10980元。

由此可见，体育不仅能为人们带来精
神面貌、身体素质等方面的提升，也能带来
经济效益。植根于乡土的体育运动虽然谈
不上有多专业，但充满了烟火气息和浓郁
的地方特色，更容易被村民所喜爱。它可

以让农民在农忙时得到放松，在农闲时保
持运动，增强体质。此外，在文娱活动相对
贫乏的乡村，体育健身能够愉悦身心，提高
村民们的生活质量。

因此，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绝不
能忽略了文化体育的同步发展。有关部门
应设法在农村适配体育场馆和健身设施，
帮助地方挖掘传统的、本土的文化遗存，努
力搭建好乡村之间相互交流的平台，打造
有地域特色的全民健身项目，在推动乡村
产业振兴的同时，推动体育振兴和文化振
兴。

乡村全面振兴，体育不能缺位

□本报记者 颜安

前段时间，一南一北两个村庄火了。
一个是贵州省黔东南州的台盘村，

因为举办“美丽乡村”篮球赛刷屏，被网
友们称为“村BA”；另一个是河北省张家
口市的玉狗梁村，一群留守老人自创乡
村健身瑜伽而走红，被称为“中国瑜伽第
一村”。

有人评述，“村BA”的火爆是偶然中
的必然，折射出农村地区对高质量精神文
化生活的强烈需求。的确，温饱解决了，
腰包有闲钱了，农村群众自然更有精神追
求。于是，根植乡土、底蕴深厚的乡土体
育运动，便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

山城重庆，富有特色的巴渝文化、峡
江文化等同样孕育出不少充满了参与感、
凝结着浓厚乡土之情的体育运动，这里有
粗中有细、刚中带柔的传统武术，有龙旗
漫卷、百舸争流的龙舟比赛，还有铁水金
汤、浓烈狂放的舞“火龙”，极具地方特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群众体
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
国”，为乡土体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村
BA”式的乡土体育，在巴渝大地如何出
圈？

11月4日清晨，周遭还是一片漆黑，偶
有几声鸟叫虫鸣划破空气中的宁静。被一
阵急促的闹铃声吵醒后，万义辉伸了个懒
腰，翻身起床。

万义辉有两个身份——工作时间，他
是奉节县报国路小学的体育老师；课余时
间，则是极具重庆地方特色的夔龙术的传
承人。

奉节县是“全国武术之乡”，旧时为古
夔州，是川东重镇，南来北往的江湖中人，
在这里融合出了“夔龙术”。夔龙术有游龙
之势，配以“夔龙掌”和“夔龙拳”这种刚猛
的招式，气势凌厉非凡，还有“八阵碧波拳”
等绵里藏针的技法，粗中有细，刚中带柔。

这一天是万义辉到乡镇传授技艺的日

子。约莫一个小时车程后，他抵达了目的
地，和已到达的练习者交流寒暄了几句，便
摆好架势练开了——奔江式、抛袖出爪、降
龙伏虎、追风三拳……一招一式，教学皆认
真。

记者发现，近20人的练习队伍基本上
为中老年人，他们身着白色的长褂，虽上了
年纪，但精神饱满，气势很足。

“过去可不完全是这样。”“领武”的公
平镇武术分会副会长毛凤鸣笑道，自己以
前闲暇时喜欢打点小牌，久而久之，腰腿

酸疼，两眼昏花，寻了许多医生都效果不
好。大约10多年前，她遇到了来公平镇
推广和传授夔龙术的万义辉，便跟着练习
直至现在，“腿脚也不疼了，眼睛也看得清
楚了，爬长龙山（当地的一座高山）比小伙
子还快。”

体育，一是磨练意志，二是强筋健骨。
就以练武来说，每天坚持四五点早起，在晨
气向东时练习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长此
以往即磨练了心志又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
惯，按照练功人的说法便是——“气血足

了，身体自然好了”。
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积极向上，能够

感染很多人，提升群众精气神。在基层，
“多一个球场，少一个赌场”的经验屡试
不爽。

万盛经开区青年镇青年街社区75岁
的老人吴光竺原本经营着一个茶馆，自己
也喜欢打牌。他跟着别人跳健身操、慢走
后，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健身成了主业，茶
馆反倒成了副业。

“闲的时候，村民不是睡懒觉就是打
牌。现在村里办起了运动会，大家都想上
去动动身板。”涪陵区蔺市镇永安村村民李
小飞说，从“赌场”走向篮球场，体育运动带
来了乡风文明。

多一个球场，少一个赌场

在一些从业者眼里，乡土体育运动虽
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仍有许多“拦路
虎”。

1989年，万义辉的父亲万汉奎在奉节
县城开了一家夔州武馆，“最多时会员有几
百人，我们按照每人每月20元的标准收学
徒。”万汉奎回忆。

好景持续了10来年，搬到新城后，人
们的居住分散了，工作节奏也越来越快，练
的人越来越少，即便是不收费，来武馆报名
的人也没几个。他们把目标范围扩大到各
乡镇，加起来也只有不到100人。

奉节县城越来越繁华热闹，夔州武馆
却越来越不起眼。每每经过人头攒动的跆
拳道馆、瑜伽馆时，万义辉心里万般不是滋
味。

“为何外来的和尚好念经？”43岁的万
义辉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左思右想，得

出的结论是，文化植入+宣传营销的结果。
营销，对于万义辉这个“粗人”来说并

不在行。他能想到的就是多参加比赛，扩
大知名度，但囊中羞涩，“平时县里没有下
拨资金，遇到有比赛临时拨一点，不多，可
能还要自己贴一点。”

同样的困境，知名度较高的合川区龙
舟队也深有体会。龙舟是合川优势体育项
目，曾多次在全国比赛中拿到优胜。其依
托的，很大程度上是广泛的群众基础。

从记事起，云门街道铁家村村民郑江
铃就看着父亲去龙舟队训练、比赛，“那时
候家里穷，比完赛可以得一个鸡蛋或一个
面包，贴补家用。”

后来，郑江铃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还成
为了合川区龙舟女队队长。“我们现在每年
要集训9-10个月，时间跨度为春节后到11
月，这段时间基本上管不到家里。”她告诉记
者，训练分为水上和器械，强度不小，但补贴
只有160元/天，且没有养老、医保等。

合川区龙舟队男队队长李贵坦言，41
岁的他出去找零工，收入肯定比现在高，之
所以坚守了这么多年，“全凭热爱”。

但用这个待遇去招揽新鲜血液，李贵
就屡屡碰壁了，“很多不错的苗子，都因为
待遇问题不愿意来。”他说，自己当然也有
一些出路，还是出于对龙舟的喜爱而留了
下来。

区队如此，镇街队伍更是艰难。在合
川，沿江镇街一般都组织了龙舟队，然而因
资金问题，训练很不规范。云门街道金滩
村村民刘梅是当地龙舟队的一员，但她上
一次训练要追溯到两年前，“船也没得，补
贴又少，都是拖家带口的人，谁愿意去嘛？”
或许是看出了记者的吃惊，她补充解释道。

将体育产业作为转型支柱产业的万盛
经开区，面对资金问题同样犯难。“这么多
设施都坏了，修也没人修，换也没钱换，啷
个锻炼嘛！”10月26日，记者在万盛经开区
青年镇采访时，正巧看到一位来健身的村
民，他有些不满。

对此，万盛经开区体育发展中心群众
体育部部长石福磊心里苦涩，“群众锻炼的
需求越来越大，坏掉的设施越来越多，但每
年的财政资金只够维修一两个镇街的设
施，只能轮着来。”

娱乐功能大于产业功能

“村BA”火爆，乡土体育如何

记者手记>>>

8月6日，在黔江区太极镇李子村，“乡村振兴杯”篮
球邀请赛现场。

李子村是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去年底，该村建成
了金鸡坝文体活动广场，满足村民文化体育生活需求。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9月29日，城口县修齐镇枇杷村举行农民趣味运动
会。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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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奉节县公平镇武术分会的队员在院坝练
习夔龙术。 记者 颜安 摄/视觉重庆

出圈出圈

第二届重庆铜梁中华龙灯艺术节上，由
农民参演的火龙表演热烈激情。（资料图片）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