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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体育最美的样子

刘颖余

“What a great atmosphere（现场氛围真

的太赞了）！”这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

坚在社交媒体的“发言”。

“中国最接近 NBA 的不是 CBA，而是

‘村 BA’。”这是网友俏皮的评论。

“体育无界，快乐万岁！在这方土地

上，他们安居乐业，幸福生活；他们民风淳

朴，精神富足；他们激情澎湃，乐在其中。”

这是一段视频配发的文案。

他们津津乐道的都是同一件事——

日 前 在 贵 州 省 黔 东 南 州 台 江 县 台 盘 乡 举

行的“美丽乡村”男子篮球联赛，号称贵州

“村 BA”。

“村 BA”水平是村级，氛围却堪比 NBA，

直接碾压 CBA（别忘了，这两年的 CBA 基本

是空场举行）。比赛从白天打到晚上甚至破

晓，观众始终爆满，十里八乡的人都会蜂拥

而至，最远的还有从外地驱车数百公里赶

来。更夸张的是，为了方便看球，村民直接

把梯子买断货了。

比 赛 场 上 没 有 篮 球 宝 贝 ，却 有“ 民 族

宝贝”，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苗族姑娘载

歌载舞，瞬间将现场氛围感拉满。比赛奖

品（包括投篮游戏奖品）也非常接地气，大

至一头牛两只羊，小至一只猪脚一个西瓜，

获奖者固然狂喜，没得着的亦收获快乐。

就连裁判的一招一 式 ，不 仅 专 业 ，而 且 略

带不无夸张的表演，看了视频的网友称：

“被幽默到了。”

贵州“村 BA”颇有一段文化渊源——每

年农历六月六日，台盘乡的苗族同胞都会迎

来他们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吃新节”。作为

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新节”是当地

村民在农忙过后为预祝粮食丰收而举行的民

间传统节日，村民们往往举办斗鸟、斗牛等活

动来欢度节日，而篮球赛便是其中最热闹、最

为深入人心的一项活动。

正因为有一年一度的“村 BA”，贵州黔东

南村村都建有自己的篮球场。打篮球，成了

村民新的生活方式，篮球联赛则成了当地的

新民俗。

因为各种机缘巧合，今年的贵州“村 BA”

成了这个夏天的出圈产品。仅仅是半决赛，

便有 26个官方账号同步直播，

累计观看人数超过 3000 万，一度冲上同

城榜热点第一。不少网友调侃：“我找到了

在台盘发家致富的商机！”更多的网友则惊

呼：“难以想象，这竟然是乡村篮球赛。”

发端于民间的“村 BA”火爆出圈，的确有

些让人吃惊，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回到人们的

内心，回归日常生活，回到街头乡村，回归简

单的快乐，这就是篮球应有的样子，也是体育

应有的样子。

依托古老而美好的习俗，又与今日的乡村振

兴产生同频共振，这样的“村BA”，是体育改变

世界的证明，也是体育生活化的努力和尝试，

是体育的一种回归，更是文明的一次进阶。

让人感奋的是，这样的“村 BA”，不只

是贵州有，广东的东莞也有，广西桂平的

“村 BA”据说同样火爆。

东莞不只有“村 BA”，它的街头球赛也

是“地狱级别”的。最具说服力的是，2017

年，平均身高只有1米80的草根球队——东

莞麻涌篮球队，击败了由清一色 CBA 职业

球员组成的其他代表队，赢得天津全运会三

人篮球赛冠军，后来他们更是代表中国，拿

下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三人篮球赛冠军。

据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最

新数据显示，东莞的篮球场有近 6000 个，

以篮球场为主的多功能体育馆 57 座。基

本上全市每个村（社区）都会建一个以上

标准篮球场。更重要的是，这些球场都免

费对外开放。

置身这样的氛围，你要是不爱篮球，不

会打篮球，会感觉很孤单，容易社恐，甚至

影响找工作，因为东莞的企业主随随便便

都能拉出一两支篮球队。曾经在东莞寮步

上学的知名艺人欧豪在综艺节目中就曾直

言：“小时候交朋友的方式就是打篮球。”

从黔东南的“村 BA”，到东莞的街头篮

球赛，我看见了体育最美的样子。

依托古老而美好的习俗，又
与今日的乡村振兴产生同频共
振，这样的“村BA”，是体育改变
世界的证明，也是体育生活化的
努力和尝试，是体育的一种回归，
更是文明的一次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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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兵

作为当今世界足坛乃至国际体坛最受瞩

目的大赛之一，与奥运会并称为全球体育两

大顶级赛事之一的世界杯足球赛，其举办地

历来备受关注。近日，南美足联正式宣布，阿

根廷、乌拉圭、智利和巴拉圭四国将联合申办

2030年世界杯。

南美足联通过声明表示，这是前所未有

的由四方共同申办世界杯。“1930 年，首届世

界杯在乌拉圭举行。2030 年适逢世界杯百

年，足球应该‘回家’了。”

从 2002年韩日联合举办世界杯，到 2026
年世界杯花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再

到四国联合申办 2030年世界杯，“组团”申办

似乎正在成为世界杯的发展大势。不过，联

合申办世界杯并非看上去那么容易，联办国

家要想形成合力也非易事。

期待世界杯“回家”

今年 7 月，南美四国在巴拉圭首都亚松

森召开会议，正式宣布将联合申办 2030年世

界杯，并向国际足联递交申请。近日，在乌拉

圭举行的发布会上，四国正式确认已进入世

界杯申办的候选名单之列。

如果四国申办成功，这将是世界杯时隔

一个世纪的“回家”。1930 年，首届世界杯在

乌拉圭举行，共有来自 3 大洲的 13 支球队参

赛。最终，乌拉圭队在决赛中击败阿根廷队

夺冠，成为首届世界杯冠军。在此次申办计

划中，四国希望将 2030年世界杯决赛的比赛

场地放在世纪球场进行，该球场正是 1930年

首届世界杯决赛的比赛场地。

四国联合申办的口号是“让足球回家”，

宣传世界杯举办地的百年回归固然是竞争的

优势所在，但要想成功申办绝非易事。

目前，2030 年世界杯申办竞争激烈。除

了南美四国外，相关设施更完善、足球水平较

高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也提出联合申办，

并成为欧足联唯一申办代表团。面对劲敌，

南美足联的目标是让欧足联支持南美申办

2030 年世界杯，而自己则支持欧足联申办

2034年世界杯。

流行“组团”为哪般

2002 年韩日世界杯，是世界杯历史上

首次由两个国家共同举办。2026 年世界杯

将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

如 今 ，2030 年 世 界 杯 的 申 办 又 出 现 两 大

“联合体”。为何世界杯越来越流行联合申

办呢？

随着申办世界杯的难度增加，“组团”申

办取得成功的概率更大。世界杯一直被视为

最赚钱的大赛之一。据统计，历次世界杯对

东道国入境游的平均增速贡献高达 13.45%，

并且存在持续性和外溢效应。

以四年前的俄罗斯世界杯为例，不计门

票收入，球迷在俄罗斯的消费额最终达 1410
亿卢布（约合人民币 151 亿元）。因此，很多

国家争相申办世界杯，希望借办赛获利，使得

申办难度陡增。2026 年世界杯，起初墨西哥

和美国都想单独申办，但考虑到竞争激烈，最

终还是选择了联合申办模式。

如果一个地区足球水平有限，一国单独

申办成功概率较小，联合申办更容易得到国

际足联的支持。如亚洲足球整体水平不高，

日本虽然早在 1989 年就开始提出申办世界

杯，却一直受挫。1994 年，韩国也开始着手

申办。1995 年，时任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

提议韩日联合申办 2002年世界杯，最终满足

了两个国家的夙愿，也为联合申办世界杯开

了先河。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李健认为，2026 年开

始，世界杯扩容至 48 支球队，比赛场次增至

80 场，增大了单个国家举办赛事的难度。“世

界杯需要在多个城市举办，对于比赛场地的

要求很高，扩容后需要的比赛场地更多，这

可能对单个国家来说构成负担，联合申办能

减轻一定的压力。”有南美媒体认为，此次南

美四国选择联合举办的模式，就有这样的考

量在内。

此外，由一定区域内相邻国家联合办赛，

还能带来一些“单打独斗”不具备的好处。例

如借助东道主身份，申办国更容易取得世界

杯“门票”，举办世界杯也为推动当地足球交

流和发展提供了良机。

联合申办或成趋势

去年，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曾表示，单

个国家举办世界杯或将成为过去，因为多国

联合举办可以“确保可持续性”，“这是全球目

前倡导的一种趋势。现在的信息化水平和各

方面的技术手段，使得联合办赛完全可以实

现，能够使各方紧密合作。”

近年来，有关世界杯改制的话题不绝于

耳，一个是已经实施的扩军计划，一个是仍悬

而未决的“两年举办一届”的设想。李健认

为，如果两年制世界杯实施，举办频次较高，

给予主办国准备的时间比较仓促，联合举办

的效果或许更佳。

当 然 ，联 合 申 办 世 界 杯 并 非 没 有 缺

点。有业内人士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如何

协调各申办国密切配合，合理分配办赛利

益。如联合举办 2026 年世界杯的北美三国

中，只有墨西哥是传统的足球国家，美国近

年来足球水平渐有上升趋势，而加拿大的

足球文化较为淡薄。“如何搞好三国合办，

协调配合，兼顾三国利益就成为必须要考

虑的事情。”

世界杯流行“组团”办

今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旨在实现全地域覆盖、全项目设置、全龄化参与

让全民健身不止于“全民健身日”

继 2026年世界杯由美加墨三国联办后，南美四国及西葡两国又分别联合申办 2030年世界杯

本报记者 朱亚男

今年 8 月 8 日是第 14 个“全民健身日”，

主题活动以“贴近群众、方便参与、丰富多彩、

注重实效为原则”，目标是实现全地域覆盖、

全项目设置、全龄化参与。

自2009年国务院批准将北京奥运会开幕

日——8月8日设立为“全民健身日”以来，面向

更广泛人群的群众体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主

动健身、科学健身逐渐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

广泛，这是全民健身的第一个核心要

素，更是不断推进体育强国事业的题中之

义。今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由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

订通过 。新修订的《体育法》将原本第二章

“社会体育”章名修改为“全民健身”，明确国

家实施全民健身战略。这是对于全民健身

和群众体育不断发展的现实回应，更是从法

律和制度层面对于公民体育健康权利的尊

重与保护。

今年“全民健身日”期间，国家体育总局群

体司、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体部，和河北、吉

林、黑龙江、江苏、福建、湖北、广西等省（自治

区）共同主办了“全国2022年‘全民健身日’主

题示范活动”。全国各地也先后组织开展主题

活动 4000余个，覆盖全国 31个省（区、市）、计

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到现代化

的都市，小到十里八乡的村镇，丰富多彩的群

众体育活动，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参与。

让更广泛的群众体育活动有处可去，有

地可练，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工作的重中之

重。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相关统计数据，截至

2021 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共有 397.14 万个，

较 2020年增加了 25.8万个，增幅为 6.95%，为

全民健身运动提供了基础保证。

“全民健身日”期间免费开放体育场馆，让

更多人走进专业场馆进行体育锻炼，已成为每

年“全民健身日”的固定项目。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北京，包括国家

奥体中心各场馆、首都体育馆场馆群在内的

多处公共体育场馆对外免费开放。国家奥体

中心专门组织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吸引了

7000 余人次参与；在天津，天津市人民体育

馆、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等 80个场馆免费开

放；在成都，共有 114个公共体育场馆向群众

免费开放，其中就包括即将举行大运会的场

馆设施……

伴随着多种多样体育运动的开展和普

及，参与体育锻炼，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加

需要科学的引导。会健身、健好身正成为广

大群众的共同追求。

在今年的“全民健身日”当天，奥运冠

军陈梦、徐梦桃等人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

内容，鼓励大家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享受健

康快乐体育生活。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社会体育指

导员人数已达 270 万，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

指导员 1.91 人。在此基础上，日前国家体

育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运动项目社

会体育指导员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

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提升科学健身

指导服务水平，推动运动项目发展、普及与

推广，促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形成合力。

除了提供高水平全民健身指导服务，更

加智能化的健身方式也得到了民众的青睐。

例如国家奥体中心建立了首家室外智能健身

房，在今年的主题活动中举办了智能竞赛车

“一公里骑行竞速”体验赛。首批使用智能竞

赛车的健身爱好者们纷纷表示，智能健身器

材功能完备、使用便捷，为健身提供了新选

择，让锻炼增添了新鲜感。

从 2008年盛夏划过夜空的绚烂烟火，到

2022 年立春时节点点飘落的晶莹雪花，“双

奥”荣耀为北京乃至全中国不断注入新时代

的体育激情。正如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所说：“让全民健身不止

于‘全民健身日’，让更多的体育活动回馈更

广泛的人民群众。未来全民健身工作将继续

有序健康开展，为体育强国建设奠定坚实而

有力的基础。”

战幕重启
8 月 7 日，本赛季中超联赛战火重燃。在第 11 轮比赛

中，第一阶段表现不俗的武汉三镇、山东泰山和河南嵩山

龙门延续强势，在纷纷战胜各自对手后继续占据积分榜

前三位。广州城和广州队则连遭败绩，在保级泥潭中愈

陷愈深。

点评：历经近一个月的休战，本赛季中超联赛得以重

启。与比赛进程相比，中超联赛从第二阶段开始恢复主客

场制更为引人注目。球迷的回归，大连队和河南队主场成

千上万名球迷的加油助威，使得足球终于恢复了本真的样

子。对于低谷中的中超联赛和中国足球而言，球迷的支持

至关重要。

力夺首冠
北京时间 8月 7日，中国霹雳舞外训外赛队夺得了世界知

名赛事“Outbreak 大赛”女子组冠军和男子组第四名。本届

Outbreak 2022大赛在斯洛伐克举行，有来自全球 3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600 多人参赛。中国选手刘清漪在 122 名女选手中

突出重围，决赛中战胜荷兰选手夺得冠军。商小宇则在 470

名男选手中获得第 4名。

点评：随着霹雳舞成为 2024 年巴黎奥运会正式比赛项

目，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奥运备战也进入快车道。中国霹雳

舞外训外赛队于 7 月中旬赴欧洲进行集训，并通过赛练结合

的方式为巴黎奥运会备战。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女子选手

已跻身世界一流行列，此次能首夺世界大赛冠军便是佐证，男

子选手还需继续努力。

赛季揭幕
北京时间 8 月 8 日凌晨，新赛季英超联赛结束首轮较

量。至此，新赛季的德甲、英超和法甲等欧洲五大联赛渐次

揭幕。从已经进行的比赛来看，曼城、拜仁和巴黎圣日耳曼

等欧陆豪强，依然在各自联赛中占据着强势地位。赛前被寄

予厚望的“红魔”曼联则在首轮比赛中主场负于弱旅，遭遇新

赛季“开门黑”。

点评：由于卡塔尔世界杯将在今年冬季举行，因此欧洲五

大联赛相应地提前到 8月初开启新赛季。经过一个夏天的调

整，五大联赛豪门球队的阵容都有了较大变化。新援新帅新

赛程，五大联赛在新赛季的竞争更趋激烈。不过，因为让路世

界杯而在客观上造成的密集赛程，将是对欧洲各路豪强的一

大考验。

名单出炉
北京时间 8 月 7 日，国际排联官网发布了 2022 年男排世

锦赛各参赛队的 22人大名单。中国男排名单中，除了张景胤

等主打了今年国家联赛的选手外，正处于伤病恢复阶段的队

长江川也榜上有名，在海外集训时补充入队的 4 名球员戴卿

尧、张哲嘉、曲宗帅和王滨均在列。今年世锦赛中国男排被分

在 E组，同组对手还有意大利、加拿大和土耳其。

点评：根据国际排联规定，本年度世界男排联赛和世锦赛都

将事关世界排名，而世界排名直接与巴黎奥运会资格赛挂钩。

因此，能否打好本届世锦赛，对于志在冲击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

的中国男排而言非常重要。整体实力并不出众的中国男排，征

战世锦赛一定要放平心态，立足于拼。 （巴人辑）

中国少数民族水上运动会开赛

本报讯（记者邹明强 通讯员马姣）2022 年中国民族

民间龙舟公开赛(宣恩站)暨第十四届贡水河水上运动

会，日前在湖北省宣恩县举行。

据介绍，赛事由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恩施州人民

政府主办，中国龙舟协会、湖北省体育局、民宗委指导，恩

施州文旅局、州总工会、州民宗委、宣恩县人民政府共同

承办，是全国性少数民族群众体育赛事。

来自湖北、广东、浙江、江西、重庆等省市的 165 支

队伍 2000 余名运动员报名参加龙舟、水上排球、水上拔

河、游泳等四个大项 17 个小项的比赛。近年来,宣恩县

通过举行龙舟、皮划艇、桨板等水上赛事，拓展全域旅游

发展空间；水运会期间，“浪漫宣恩·爱在七夕”系列文旅

活动轮番上演，彰显宣恩抢抓机遇发展全域旅游的地方

特色。

宁波“三江六岸健步走”大会如约而至

本报讯 今年 8 月 8 日迎来我国第十四个“全民健

身日”，也是新修订《体育法》实施后的第一个“全民健

身日”。作为浙江宁波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中信银

行·2022 宁波“三江六岸健步走”大会如期而至，于日前

顺利举行。

此次健步走大会由宁波市体育局、宁波市体育总

会主办，中信银行独家冠名，宁波城市漫步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推广运营。大会分为线上和线下两部分，近千

名来自宁波各区县（市）的运动爱好者参与了线下活

动。同期开展的线上部分将持续至 8 月 15 日，在此期

间按要求完成里程即可获得活动纪念奖牌。大会期

间，还设置了啦啦操、街舞、健身气功等多种体育项目

展演和互动展示区。 （陈梦妤）

整 合

8 月 8 日，第三届“8·8”北京体育消费节在国家网球中
心钻石球场正式启动。图为参与现场健身项目体验活动的
市民。 （本报记者 刘兵 摄）

第三届“8·8”北京体育消费节正式启动

8月8日，中国男排在泰国佛统举行的2022年男排亚洲杯赛首战中以3比1击败中国台北
队，顺利晋级8强。本届男排亚洲杯是中国男排在世锦赛前的重要热身，队伍将进一步磨合阵
容，演练技战术，为世锦赛做好更充足的准备。

上图：中国队球员俞元泰（右）在比赛中扣球。
下图：中国队球员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拉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