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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通讯员 姜珊

丰台区卢沟桥乡：

多彩文体活动

“我们卢沟桥乡是名副其实
的 ‘京城梨园第一乡’。 在这一
地区， 中国戏曲学院作为中国戏
曲教育的最高学府， 潜移默化影
响着周边群众文化生活。 连续8
年举办的 ‘万丰晓月杯’ 京剧票
友大赛也从最初9家票房、 近50
名票友参赛， 发展到如今98家票
房、 493名票友， 不但社会知名
度越来越高 ， 更荣获了 2017年
‘北京市优秀群众文化品牌活动’
称号。” 卢沟桥地区总工会主席
苟光茂说。

“这么多年来， 戏剧对我们
的生活影响太大了 ， 在戏迷社
里， 很多爱好戏剧的职工聚在一
起 唱 戏 、 交流 ， 增进演技 ， 真
的很棒！” 小井村隆韵戏迷社的
卢桂萍说。 卢桂萍热爱戏剧， 是
卢沟桥乡第四届“万丰晓月杯”京

剧票友大赛老旦组的一等奖获得
者，当年一出《望儿楼》技惊四座。

据苟光茂介绍， 卢沟桥乡小
井村隆韵戏迷社作为举办 “万丰

晓月杯” 京剧票友大赛的基础 ，
是村民自发组建的业余京剧票
房， 经过近20年的发展， 票友遍
布丰台、 海淀、 石景山、 西城等

地区， 自排自演 《凤还巢》 《龙
凤呈祥》 等曲目， 成功排演了文
武戏 《对花枪》， 成为全市第一
家能演文武戏的业余票房， 多次

获得全国和北京市级奖项。 “我
们不断挖掘特色 、 发挥 优 势 ，
乡 党 委 政 府 积 极 给 与 资 金 支
持 ， 我 们 工 会 全 程 参 与 并 指
导， 积极弘扬和传承戏曲文化，
推进了地区群众性戏曲文化事
业的蓬勃发展 。” 苟光茂告诉记
者。

“戏剧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
富多彩。 时隔3年， 能够再次登
上总决赛的舞台， 心情还是特别
激动 。” 候场期间 ， 卢桂萍说 。
2018年， 卢沟桥乡第七届 “万丰
晓月杯” 京剧票友大赛举办总决
赛及颁奖典礼。 大赛共有98家票
房、 493名票友报名参赛， 与以
往不同的是， 往届夺得各组别冠
军选手也可以再次参赛， 共有16
名在往届荣获一等奖的选手再次
登台与京城票友同场竞技。 卢桂
萍再次参赛， 她凭着深厚的功底
一路挺进总决赛 ， 一出 《打龙
袍》 更是让各方票友和现场观众
深深地感叹 “宝刀未老”。

“满足职工就近、 便利地
享受更多更优质的文化产品和
文体服务的需求， 把准地区群
众性特色文化活动项目的定位，
真正当好职工精神文化需求的提供
者。” 丰台区卢沟桥乡树立以文化引
领风尚、 文化引领活力、 文化引领
奉献 、 文化引领发展的服务理念 ，
大力培养职工文体活动骨干队伍 ，
扶持蹴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
色活动队伍和花样空竹、 戏迷
乐苑等各类兴趣小组， 为职工
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搭建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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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捞月” “金蛛盘丝”
“孔雀开屏” ……随着空竹的上
下翻飞， 赛场周边叫好声、 掌声
接连不绝。 尤其是看着场中观众
里一会出现10来岁的小朋友， 一
会出现外国人， 更让大家惊叹空
竹的魅力。

小屯村党总支副书记毛正介
绍， 自2013年卢沟桥乡首届小屯
村空竹比赛举办以来， 至今已连
续举办数届， 随着大赛的逐步规
范 ， 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认
可， 也吸引了众多空竹爱好者的
加入， 每届大赛都会吸引老中青
乃至国际空竹爱好者的参与。 在
大赛的影响下， 小屯村空竹队、
小屯村空竹站也成为空竹爱好者
中的 “标杆”。

“我们小屯村空竹队， 是由
村民们自发组织的， 2007年5月

成立， 相继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
运会天安门广场文艺演出； 2009
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 群 众 体 育
活动展示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录制表演； 2010年， 小屯村空竹
队走出国门， 远赴韩国参加中
韩民间文化交流 。 2018年获得
北京空竹协会表演赛金奖。” 毛
正说。

“现在， 抖空竹在小屯村蔚
然成风， 下至五六岁的孩子， 上
至70多岁的老人， 大家都喜欢，
平时参加训练的有100多人。 我
们村里为此专门开辟了空竹训练
场， 每年空竹队都会参加各类比
赛， 村子里也会组织空竹比赛。”
毛正说， “有时， 我也会参与进
来， 抖空竹的过程对颈椎特别有
帮助， 能锻炼身体， 还能让人感
受到运动的快乐。”

空竹盛会
亮“绝活儿” 抖出精气神

“参加蹴球比赛， 对我们来
说， 是提升技艺的很好方式。”
岳各庄村蹴球队队长郭鑫笑着对
记者说。

2020年10月15日， 丰台区卢
沟桥乡第十三届 “岳各庄杯” 蹴
球邀请赛在岳各庄笼式足球场开
赛， 来自辖区内各社区村、 企事
业单位的20支代表队200余名选
手在方圆场地之间比拼脚法上的
技艺， 感受着蹴球的非遗文化魅
力 。 本届邀请赛设置了男子单
蹴、 女子单蹴、 男子双蹴、 女子
双蹴、 男女混双5个项目， 参赛
选手中不仅有许多往届的精兵强
将， 更有很多新面孔。

“我们卢沟桥乡多年来持续
挖掘、 推广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
文化资源， 其中， 蹴球运动因自
娱性、 便捷性、 大众性的特点，
深受职工们的喜爱， 更极大丰富
了乡域群众的文化生活， 成为了
卢沟桥乡极具特色的文化名片。”
丰台区卢沟桥乡政府相关负责人
说。

据了解 ， 蹴球运动渊源悠
久， 原型是古代的蹴鞠。 6000年
前的西安半坡遗址中， 考古工作
者就发掘出当时供人们游戏用的
石球。 殷商时期的蹴鞠运动在卜
辞中就有相关的记载。 汉代， 已
有著录 《蹴鞠二十五篇》， 传说
是黄帝所作， 以后蹴鞠演变成蹴
球。 清末这种运动在北京曾广为
流传， 在 《北京民间风俗图》 一
书中也有这方面记载。 作为老北
京一种古老的民间体育运动， 蹴
球运动已被纳入传统体育项目。
比赛时脚跟着地， 脚掌触球， 用
力蹴球 。 击中对方球 ， 得 1-2
分 ； 把对方球击出场外得4分 ，

先积60分者为胜方， 三局两胜。
卢沟桥乡1997年逐渐引入蹴球运
动， 当年岳各庄村的村民参加北
京市组织的文体活动， 第一次接
触就喜欢上了蹴球这项踢石球运
动 ， 卢 沟 桥 乡 第 一 支 蹴 球 队
伍———岳各庄村蹴球队就这样成
立了。

20余年间， 在市、 区、 乡的
帮助和支持下， 岳各庄村修建专
用运动场地， 添置器材设备。 邀
请体育教育专家给队员上课， 并
整理编辑了 《蹴球战术初探》 和
《我是怎样训练蹴球运动员的 》
两本蹴球知识小册子， 为蹴球的
发展、 传承提供了理论基础。

“多年来， 我们岳各庄村蹴
球队多次在市区级蹴球比赛中夺
冠。 村里的蹴球训练场也从原来
的土质场地变成了人工草皮笼式

足球场 。 队员年龄也日益年轻
化， 基本都是本村的在职职工，
同时也带动了卢沟桥地区各社区
村、 企事业单位的蹴球爱好者不
断成立新的蹴球队伍， 相互竞技
比拼。 党政、 工会等都给了我们
很多支持， 促进了蹴球的普及和
发展。” 郭鑫感慨地说。

据郭鑫介绍， 岳各庄村蹴球
队平均每年会参加3次市级以上
的大型比赛 ， 每次赛前进行集
训， 就比赛的要求、 规则、 战术
进行统一培训。 2017年， 曾代表
北京市参加了中国民族民间蹴球
比赛。 2020年1月， 在首届 “京
宝儿杯” 传统冰雪项目运动会暨
北京西城第六届京津冀冰蹴球邀
请赛上， 与来自天津市、 河北省
和北京市各区县的24支队伍同场
较量， 最终夺冠。

斗技蹴球
尽展非遗文化魅力

票友大赛
让职工过足戏瘾

“岳各庄杯”蹴球邀请赛上，职工竞技

荨戏曲爱好者登场前进行预热

▲小戏迷组团参赛卢沟桥乡“万丰晓月杯”京剧票友大赛戏曲
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