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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龙舟队之所以这么厉害，得益于多年来当地龙舟运动
的发展。目前，该镇已经形成了由镇级龙舟队为引领、全镇所有
村庄都建立龙舟队、每周开展比赛的氛围。

参加龙舟队的都是当地村民，他们平时白天上班，下班后
17点到19点进行集训，完全不影响工作。

记者采访了云龙一些村级龙舟队的队员。“就好比有人喜欢
跳广场舞，有人喜欢跑步，在云龙，就是流行赛龙舟。”刘雷是任
新村龙舟队的领队，他说，“自从参加龙舟队，生活变得充实了，
身体也得到了锻炼，还增进了村民之间的感情，而且还能传承龙
舟文化，非常有意义。”

划龙舟既讲究力量，也需要技巧，因此村里有新的龙舟队成
立，镇级龙舟队就会派人给他们当教练。多年来，云龙镇民间龙
舟队伍不断壮大，如今12个村都组建了龙舟队，还有一个渔业
队以及镇级龙舟队，龙舟队总数已达20余支。

在云龙，龙舟已经成为一种群众文化。今年镇里首次开展
了龙舟联赛，通过联赛的方式以赛代练，每季度都会有一次决
赛，并且颁发奖杯。加上平时还有各种友谊赛，现在全镇几乎形
成了周周都有龙舟赛的氛围。

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运动水平自然也得到长足发展。云龙
的镇级龙舟队经常参加全国比赛，这支非专业队伍近年来还频
频现身全国性专业队赛事，比如在今年端午节进行的中华龙舟
大赛（福州站）比赛中，该队就取得了职业男子组500米第四名
的好成绩。在10月13日结束的2019中国·金华龙舟邀请赛上，
云龙龙舟队获得了男子200米和500米两项第一名，并获得比赛
的总冠军。

良好群众基础促运动水平长足进步

出征昆明国际争霸赛
鄞州云龙龙舟队创佳绩
获3个单项第一和12人组总冠军

我 市 鄞 州
区云龙龙舟队
扬 名 国 际 赛
场。记者昨天
获悉，在近日举
行的2019昆明
滇池国际龙舟
争霸赛决赛中，
云龙龙舟队取
得佳绩，分别获
得了公开组 12
人龙舟100米、
200 米、500 米
直道竞速三项
第一以及12人
龙舟组比赛总
冠军。同时首
次体验了“陆上
龙舟”，并取得
全球首枚“陆上
龙舟”金牌。

昆明滇池国际龙舟争霸赛上，高手如林，虽然云
龙队也算“实力派”，但是挑战难度很大。该项赛事吸
引了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支代表队参与角
逐，其中包括获2018年亚运会两枚金牌的中国台湾花
莲队、世锦赛冠军泰国暖武里队、世界俱乐部锦标赛冠
军俄罗斯队等强手。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龙舟高手过
招，对于云龙龙舟队的队员们来说充满了挑战。

“500米冲刺的时候一直感觉花莲队在我们身
边，有赶超上来的趋势，全队就一直拼命划，激起的
水花打湿了眼睛，但我们知道，唯有坚持才能胜利。
这次夺冠真的太激动了，毕竟对手都很强。”云龙龙
舟队队长张维龙说。

在11月2日、3日两天的比赛中，云龙龙舟队表
现突出，分别夺得公开组12人龙舟100米、200米、
500米直道竞速三个单项第一，并获12人龙舟组比
赛总冠军。

本届比赛还设置了“陆上龙舟100米”项目，形
成“水陆两栖”竞赛模式，这在全球龙舟比赛中尚属
首次。陆上龙舟100米，就是装有轮子的龙舟在地
面比赛，云龙龙舟队首次体验，即拿下了该项目“全
球首枚”金牌，可谓意义非凡。

云龙镇党委副书记王飞表示，“陆上龙舟”这个
形式非常好，可以让老百姓在水陆两端都能参加龙
舟运动。接下来，云龙镇计划引进这一运动形式，让

“中国龙舟文化之乡”更加名副其实。

云龙镇的龙舟文化，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1976年，云龙甲村石秃山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战国“羽人
竞渡纹铜钺”，是迄今国内发现最早的龙舟竞渡史迹。

云龙的群众性龙舟比赛历史久远。据史料记载，宁波地区
在宋代就盛行龙舟竞渡。民国时期，云龙庙会中的龙舟竞渡影
响非常大，以地域而论，这是宁波地区一年一度的龙舟比赛，但
每年冠军非云龙镇前后陈村莫属。

近年来，云龙镇不断打造“龙舟之乡”这一文化名片，使“龙
舟竞渡”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重获新生。

云龙镇党委、镇政府在原有的基础上积极打造新龙舟、培育
新队伍，不断推动“特色龙舟”向“品牌龙舟”升级，已连续举办了
11届龙舟比赛，目前全镇有龙舟20余条，是浙江省乃至全国龙
舟最多的镇乡。云龙镇“龙舟竞渡”已成为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
影响的民间文艺活动。

“通过举办龙舟赛，让大家感受云龙特有的龙舟文化特色，
也希望传统文化在云龙得到更好的发展。”云龙镇党委书记洪
峰说，希望在多方共同合作下，挖掘、传承好龙舟等民间传统文
化，吸引更多人关注，把这一独具地方色彩的传统特色文化发
扬光大。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鲍丹萍

获昆明国际赛
3个单项第一和1个总冠军

全镇村村都有龙舟队
周周有比赛

“龙舟竞渡”非遗
在民间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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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龙舟队在昆明国际争霸赛上夺冠。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