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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邀请赛的现场，有一群
身着黄色队伍的少年格外引人注
目，他们是来自南充市高坪中学的
毽球队。

作为上届邀请赛中小学组的冠
军，这次高坪中学派出了初中、高中
各两支队伍，与其他地区的强劲队
伍展开角逐。比赛中，平均年龄只有
15岁左右的孩子们，与比他们大好
几个年代的对手隔网较量，却毫不
逊色。

已经头发花白的刘道远，是这
支少年毽球队的带队教练，也是高
坪中学的体育老师。他与赵建屏是
相识多年的老熟人了，赵建屏是四
川第一批毽球教练员，刘道远则是
当年的第一批毽球运动员。

与赵建屏相似，刘道远与毽球
结缘，也是作为民间爱好者的选拔
开始。回忆起当年作为运动员的故
事，刘道远颇有感慨，“当时赵老师

在宜宾队，我在南充队，实力强劲的
队伍还有成都市红光队，我们 3 个
队经常在全省的比赛中争夺冠军。
当年的情形回想起来，也是一段峥
嵘岁月。可惜的是，后来毽球运动没
有继续发展起来，一直都是‘民间项
目’，希望它以后能走上更大的竞技
舞台。好在最近这个项目在四川范
围内重振起来，协会、组织也相继成
立，真的很欣慰。”

从毽球队退下来后，刘道远作
为一名体育教师，一直致力于毽球
运动在中学生群体中的推广。“这个
项目要有长远的发展，首先就是在
青少年阶段的普及和培养，学生是
根基。踢毽子大家都晓得，但是踢毽
球就很少人知道了，”刘道远说。

30 多年前一度火热项目逐渐
冷却，曾是刘道远心中的遗憾。为了
尽可能地将项目介绍给学生，向队
员提供合适的训练条件，刘道远付

出了很多努力。因为场地紧缺，刘老
师向校方申请了很多次，最终为学
校毽球队争取到一块铺有地胶的车
库作为训练场地。

“体育场地本身就很稀缺，能够
有铺了地胶的车库训练，就已经很
欣慰了。娃娃们的训练兴致都很高
昂，刚刚有个小女孩第一场输了还
在哭，他们是真的喜欢这个项目，想
要取得名次。对于我来说，就是希望
他们能够接受这个项目，从中获得
乐趣。阳光体育，最主要的是从运动
中感受快乐，这也是我们推广毽球
项目的目的，”刘道远说。

从推广和普及毽球项目 30 余
年的教练员、运动员，到现在“00
后”组成的青年军，毽球这个一度掀
起热潮的项目，通过三代人的不懈
努力，正在逐渐回到人们视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
博 实习生 赵晨雯

为了赴这场羽毛球发烧友的盛
宴，今年60岁的杨明从长春出发，平
均每天骑行150公里，过太行、涉黄
河、翻秦岭、经蜀道，风尘仆仆地来
到成都。本次比赛，他和贾晋明组队
参加60~64岁业余组男双，还与陈丽
萍一起参加110岁（即两名选手年龄
相加不小于110岁）混龄组混双。

“一直很想见识一下四川的秀
丽风景，体验一下天府之国的惬意
生活。骑上我最爱的车，穿越我最向
往的风景，与全世界的华人球友们
打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这是我 60
岁最好的礼物。”杨明说，“这是我第
二次来四川参加华人羽毛球锦标
赛，去年比赛在攀枝花举办时，我也

是骑行去参加的。”
外地球友激情参与，成都本地

的羽毛球爱好者也是热情高涨，从
双流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附近爆满
的停车场就可见一斑。“场外粗略估
计有 400 辆车，平时哪里有这种现
象？”一名经常来双流国家羽毛球训
练基地打球的球友笑着说，“现在除
了马拉松外，很少有比赛这么有人
气。”据了解，整个比赛前后，双流国
家羽毛球训练基地附近的酒店、餐
馆，生意都明显好于平时。

今年以来，双流举办了多场大
型赛事、演唱会等，周边产业因此得
到了长足发展，当地居民也感受到
了文商体旅融合发展带来的好处。

全球华人羽毛球高手激战双流
促进文商体旅融合发展

举办多项大型体育赛事

双流持续打造
空港文创赛事名城

近年来，双流区凭借一流
的体育场馆、完善的体育设施，
大力发展体育产业，先后组织
承办了ATP250成都网球公开
赛、“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
标赛、成都女子半程马拉松赛、
全国排球联赛等大型赛事，持
续打造“空港文创赛事名城”。
就在本周，双流又将迎来一项
国际赛事。

11月9日至11日，国际马
联二星级赛事——2018 以纯
金伯乐国际马术大奖赛豪威站
将在中国现代五项赛事中心举
行。据了解，该赛事由国际马术
联合会、中国马术协会和四川
省马术协会、双流区人民政府
主办，双流区文旅广新局（区体
育局）、双流体产公司、广东金
伯乐马术学府和四川豪威马术
俱乐部承办。目前，比赛的纤维
场地改建已经全部竣工，整个
场地均采用德国进口纤维。

此次赛事共设置了145cm
以纯大奖赛、125-135cm级别、
100-105cm 级别、80-90cm 级
别、50-60cm级别、趣味赛6个
级别赛事。届时，来自全国各地
的马具、马粮、马术俱乐部、房
地产、汽车、服装品牌、设备供
应商等马术产业链上下游的企
业代表齐聚一堂。同时，赛事主
办方还将举办少年儿童歌唱
团、pony 马体验、家庭亲子趣
味拼图等配套活动，旨在吸引
更多家庭、更多少年儿童参与。

11月1日，2018“成都路桥·五粮金樽”杯第25届全球华人羽毛球锦标赛在成都双流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
拉开战幕，来自美国、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500余名羽毛球“发烧友”在这里以球会友。

作为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的重要赛事之一，已经成功运营25届的全球华人羽毛球锦标赛通过“体育+旅
游”模式，以大型赛事IP为抓手，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年龄段的羽毛球爱好者齐聚成都，促进文化交流，拉动
当地消费，由体育带动旅游，实现文商体旅融合发展。

经典赛事

第25届全球华人羽毛球锦标赛
吸引了全世界各个年龄段的羽毛球
爱好者参与，其中，活跃在赛场上的
高年龄段选手格外引人关注。今年，
60岁以上的参赛选手共有873人，还
有 3 人的年龄在 90 岁以上！而当天
赛场上的“网红达人”，莫过于97岁
的台湾“老顽童”林友茂。

一顶小红帽，一米七左右的个
头，林友茂走到哪里，笑声就飘在哪
里。“我身子骨好得很，连打3场都不
在话下，你可千万别给我放水！”和
球友开打时，网前搓球、后场扣杀
……身姿矫健的林友茂，球风干净
利落。观战的球友李友爱惊叹，“他
完全不像90多岁的老人！”

据了解，林友茂从50岁才开始
学习打羽毛球。此后的几十年，他带
着羽毛球拍，已经走过了接近 130
个国家和地区。“虽然我年纪不小
了，但我对羽毛球的热爱丝毫不比
年轻人差，”林友茂拍拍胸脯，骄傲
地表示。

带着羽毛球拍走遍世界的林友
茂，此次是首次来成都。他说，自己
还没有出发就开始打探成都的美食
美景了。在他的印象里，成都有很多
美食，还有很多游玩的地方，成都的
人都非常友善，他特别想去人民公
园喝喝盖碗茶，打打麻将。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林友茂老
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运动的真谛。

97岁“老顽童”
羽毛球场内成“网红”

60岁“发烧友”
骑行数千里来蓉赴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博

IPIP

三十四年坚守
三代人接力传递

毽球火种

色彩缤纷的毽球在
场上如飞火流星，运动
健儿大秀倒钩、凌空抽
射等“绝技”，现场不断
响起加油声和呐喊声。
11月4日，“运动成都”
2018年成都市“中国体
育彩票杯”毽球邀请赛
在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
宫三楼和嘉天健羽毛球
馆开赛。从青涩的初中
生到头发花白的爷爷奶
奶，本届毽球邀请赛共
有来自南充、内江等地
区的近 200 名毽球爱
好者参与。

毽球运动由民间踢
毽子游戏演变而来，它
在花毽趣味性、观赏性、
健身性的基础上，增加
了体育比赛的对抗性和
竞技性。毽球集羽毛球
的场地、排球的规则、足
球的技术为一体，是一
种隔网相争的体育项
目。随着比赛规则日益
完善，赛事组织越发成
熟，这个民间传统的娱
乐活动，已经频繁登上
竞技体育的大舞台。

2016年、2017年，
成都市毽球协会、四川
省毽球协会相继成立。
今年，毽球被列入四川
省教育厅主办的普通高
校体育竞赛计划，首届
四川省普通高等院校毽
球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
也于10月正式开班。本
次邀请赛，从参赛队伍
到裁判组织，均体现了
几代人共同努力下，毽
球运动在四川范围内的
推广成果。

在本次邀请赛现场，几乎所有
人都认识一位“赵老师”。这位备受
选手和教练尊敬的“赵老师”，全名
赵建屏，是四川省毽球运动协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成都市毽球运动协
会副会长。说起她与毽球的渊源，要
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1984年夏天，赵建屏在宜宾卫
校工作，机缘巧合下，她参加了当时
国家体委在宜宾对毽球的宣传讲
解，成为川内第一批接触毽球运动
的体育人。从那以后，她便与毽球这
一冷门项目结下不解之缘。

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宜宾卫
校于 1984 年 9 月组建了女子毽球
队。当时，只有简单的比赛规则，凭
借半天学来的技术，赵建屏带领宜
宾卫校毽球队开始了课外训练。她
借鉴在大学时期学习的篮球和排球
训练方法，一边摸索，一边训练，一
边改进。

当时，宜宾卫校是四川省内最
早组建并坚持训练的毽球队伍，多
次代表宜宾市参加四川省毽球锦标
赛，连续3年获得冠军。赵建屏作为
教练，在这一项目的摸索拓荒之路
上功不可没。

据赵建屏介绍，当时为了让毽
球项目进入亚运会，全国上下一度
掀起过“毽球热潮”。后来，这个项目
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作为第

一批接触到毽球的
四川体育人，从一线
到二线，赵建屏一直致
力于推广与普及这个老
少皆宜的项目。

从2010年开始，赵建屏
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宣传推广
毽球项目，在学校公共体育课中
进行毽球教学，让学生了解并掌
握基本的踢毽技术。2016 年，赵建
屏作为发起人，成立了成都市毽球
运动协会并担任副会长，同年在成
都市体育局“定制赛事”毽球比赛中
负责竞赛工作；2017 年，赵建屏发
起成立了四川省毽球运动协会并担
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我觉得这个项目真的挺好，人
人都能拿来健身锻炼。虽然经历过
一段瓶颈期，好在 2000 年以后，随
着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毽球项目
在四川范围内又‘活’过来了。我觉
得毽球这个项目本身就很容易普
及：首先，因为它的规则简单。‘踢毽
子’的游戏基本上每个人小时候都
玩过，初学者上手比较容易；其次，
毽球对场地的要求不高，标准场地
和羽毛球是通用的。民间群众踢毽
球甚至都不需要标准场地，在公园
里都能玩。”

看到近年来四川范围内毽球活
动的积极开展，赵建屏十分欣慰。

上世纪八十年代结缘
元老教练的新项目拓荒路

从一线选手到二线教练
中学老师与他的“少年毽球队”

2018年成都市“中国体育彩票杯”毽球邀请赛在和嘉天健羽毛球馆举行

97岁“老顽童”林友茂成为“球场网红” 60岁的杨明从长春汽车来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