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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陈烁

6个人，年龄跨度从30岁到67岁；7场

比赛，6场胜利，打出 4次满堂红。2014年

9月底，上海高东镇门球代表队在世界门

球最高赛事中，释放了自己的光彩，最终

获得第11届世界门球锦标赛的季军。

这是上海门球队伍在世界性门球赛

事中获得的最高荣誉。不过，对于高东镇

的门球队员们来说，这一最高级别的赛事

并不陌生，甚至，这一赛事就曾经在家门

口举办过。

被誉为“中国门球之乡”的上海浦东

新区高东镇，已经把门球打造成为一张名

片——全镇村村有门球场，各村居委都有

门球队；举办全国乃至国际性赛事成为常

态；镇里的门球队频频在全国及国际性赛

事中获奖。

这一切的背后，是高东镇近20年来对

门球运动的热情和投入。

世锦赛上过关斩将
世锦赛上，上海高东队发挥出色，7场

比赛打出4次满堂红，并在关键时刻挽回
局面，获得季军。

今年国庆节前，30岁的李文炳带着一

帮“爷叔”前往日本，参加第11届世界门球

锦标赛。包括他在内的6人高东镇代表队

中，最年轻的他任队长，最年长的队员周

德中已经67岁。

虽然是高东代表队的队长，但李文炳

其实是一名“小广东”。读体育系的他，在

大学期间接触到门球并喜欢上，还成为国

家级门球裁判。2009年，高东镇举办国际

门球邀请赛时，他担任裁判，就这样与高

东镇结下门球之缘，成为高东镇引进的门

球人才。如今，他在高东镇文广服务中心

工作，专职负责镇内门球运动的推广、队

员日常培训、比赛组织等。

据他介绍，这次门球世锦赛，给了中

国 8 个参赛队的名额。今年 6 月份，国内

举行门球锦标赛，高东队是第4名，获得参

赛资格后，高东镇就开始组织队员为参加

世锦赛做准备。

选拔出的本土队员中，在上海门球界

已颇有名气的“周氏兄弟”是主力，其中弟

弟周德明被圈内称为“上海球王”。另外，

近两年崭露头角的徐金德也入选，在60岁

之际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为了保证队

伍的水平，李文炳还请了两名外援——在

国内门球圈内响当当的杨栋和刘贤。

6名队员，加上 2名领队，于国庆节前

出发。分在A8组的上海高东队，成为小组

赛中发挥最出色的队伍。李文炳说，在小

组赛中，高东队三战全胜，并打出两场满

堂红（球比赛中获得全部得分），累计净胜

分达到 52分，在 96支参赛队中名列榜首。

接下来的复赛，依然是满堂红，以 25 比 6
轻松战胜巴西2队，进入了16强。

16 进 8 的比赛，高东队遇到了强手。

他们遭遇的是日本新泻TKE队。这是在

2010 年高东门球世锦赛上唯一杀入八强

的外国队，从4年前就憋足了一口气，要在

主场夺得世锦赛冠军。比赛中，双方都发

挥沉稳，基本都没有失误，比分始终处在

胶着状态。

临近终场时，TKE队获得了一次得分

机会。但高东队的杨栋以 12米以上的距

离击中对方的球，破坏了这一机会，使

TKE 队最后的希望破灭。“如果那一球没

有击中，就是我们没有机会了。”李文炳

说。

在随后的 8 进 4 比赛中，高东队再次

打出满堂红，战胜了日本鹿儿岛队，挺进

半决赛。虽然在半决赛中失利，但这是上

海门球队伍在世界性门球赛事中的最好

成绩。

“一镇一品”的20年积淀
通过引进、普及，使高东人认识喜欢

上了门球；通过办赛、参赛，高东镇树立了
自己的门球品牌。

高东门球队在国际赛事上的好成绩，

背后是高东镇近 20年对门球运动的深耕

培育。就在20年前，绝大部分的高东人还

不知门球为何物。

今年年届八旬的黄福庭，是高东引入

门球的第一人。而当年，这项工作是当做

老龄工作来做的。早年退休后，黄福庭来

到高东镇老龄办工作。1995年，上海市门

球协会举办宣传培训班，要在老年人中推

广门球。“没有多少人去参加，但我去了，

听完感觉门球这项运动很好，回来后就与

老龄办的领导商量了一下，开始在高东推

广门球。”

要推广门球，就要有打门球的场地和

人。因此，黄福庭和同事们的第一步工作

就是修造门球场，并找了一些退休的干部

组建了高东镇第一支门球队。“第一块门

球场建在高东新村，是一块不是十分标准

的场地，而且是沙地。”黄福庭说，但就是

这一块不标准的场地，使人们开始认识门

球这一运动。

“很多居民看到后觉得很好奇，也觉

得蛮好玩的。因为门球有个特点，它兼具

竞技性、趣味性和娱乐性。”逐渐地，高东

镇有了第一批会打门球的人，而且年老

的、年轻的各年龄层的人都有。

时任高东镇党委副书记的孙晨胜，分

管老龄工作，看到很多老年人在打门球中

找到了乐趣，觉得这个项目很好，可以在

高东镇推广下去。

其时，正值浦东新区文明办提出打造

“一镇一品”，即每个镇有一个特色项目，

高东镇就把门球作为了本镇的特色来塑

造，并将门球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抓手，

门球运动遂得以在高东蓬勃发展。此时，

仅有的一块门球场地已满足不了越来越

多居民的需求。因此，高东镇提出在每个

村建门球场地的计划。最终，每个村由镇

里补贴1万元，都先后建起了门球场。

2002 年接任高东镇老龄办主任的金

惠明，在高东镇门球已基本普及的基础

上，与同事们继续推进高东门球的品牌

之路。他们的办法是举办赛事和参加赛

事。

“当时各村居委分散的一片片的场

地，满足居民日常需要已可以，但要承办

赛事还不行，因为承办赛事至少要有连续

2片以上的场地。”金惠明回忆，镇里下了

很大决心，提出建一个四连片的门球场。

而当时的上海虽已推广门球20多年，还没

有一块四连片的场地，因此计划也得到了

上海市门球协会的支持。

2003 年，高东镇四连片的门球场建

成，成为当时上海最好的门球比赛场地，

并在当年9月承办了华东六省一市中老年

门球邀请赛。“这是高东镇第一次举办大

型的门球赛事。”金惠明记得，当时参赛队

伍有 38支，这次赛事举办过后，国内门球

界开始知道了高东门球。就这样，高东门

球迈出了打造品牌的第一步。

同年，高东镇又派出队伍去澳门参加

了亚洲城市门球邀请赛，且一举取得亚

军。“出去参赛拿到荣誉，镇里对门球项目

更加重视，大家的热情也更高。”金惠明

说，至此，高东门球在上海已经有了一定

影响力，在国内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之后，高东门球队相继参加全国各类

赛事，队员们的水平不断提升，高东门球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06年，高东门球队

代表上海市门球参加了在苏州举行的全

国第三届体育大会，尽管没有拿到好成

绩，但由此与中国门球协会“接上了头”，

这为高东镇举办 2010年门球世界锦标赛

打下基础。

当时，国内还从来没承办过这一门球

界的最高赛事。但金惠明记得，“镇里决

心比较大，觉得要把高东门球品牌真正树

立起来，一定要承接最高水平的赛事。而

当时中国门球协会秘书长也觉得中国要

承接这样的赛事，双方一拍即合，促成了

这一事情。”

刚提出这一想法时，高东的条件还不

具备，不过规划中有近 500亩的门球主题

公园，作为世锦赛的举办场地。2008 年

底，高东门球主题公园启动建设。2009年

4月，世界门球联合会理事长内腾等一行

到高东考察，还颇为怀疑：距世锦赛举行

只有一年时间了，高东能做好吗？“但他们

在2009年下半年又来考察时，发现除了天

然草坪场地外，其他设施都建好了，就很

惊叹我们的办事效率。”金惠明说。

最终，高东镇成功承办了这次世锦

赛，成为中国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承

办的门球世锦赛。为这次世锦赛，高东镇

投入了接近 400万元。“虽然投入多，但回

报更多。”金惠明说，这主要就体现在高东

在国内乃至国际门球界的影响力，“现在

国内一提到门球，大家都会说‘上海有个

高东’，这不是一年两年能做到的。”

快乐打球
门球除了给高东带来盛名，也给普通

居民带来了快乐和荣光。现在高东镇每
个村居委都有球队，有的还不止一个，全
镇共有30支球队。

如今，高东门球在国内国际上已声

名雀起，成就了“中国门球之乡”。而门

球，除了给高东带来盛名之外，也给高东

普通的居民带来了快乐和未曾想过的荣

光。

这次去日本参加世锦赛的高东队主

力队员周德明，如今被称为“上海球王”。

但在接触门球之前40年的人生中，他只是

高东镇一个普通居民。最初，他在世代居

住的珊黄村种田，后来在村办企业当油漆

工。因为拆迁，他住到了高东新村，又因

为高东镇的第一块门球场正好建在他家

楼下，使周德明逐渐走上了“球王”之路。

“2002年前后，那时工作不太忙，从家

里下来就是门球场。”当时才 40岁的周德

明，还没对一帮老年人打的这个小球有太

大兴趣。但他看别人打球时老不进，自己

就有点手痒，于是没事时也开始尝试着打

几下。“第一次拿杆，就轻松地打进了。”他

自豪地说，从此越来越有兴趣。

颇有天分的他很快崭露头角。打球

一年多后，他就开始代表高东镇队外出参

赛，从国内到国外，他成长的步伐也越来

越快。“小时候最远就到过安徽，长大后也

很少去外地，从来没想过还会出国参赛。”

周德明说。

当问及他为什么能这么快在门球运

动中有所成就时，这位不善言辞的“球王”

只是说，打球是靠悟性的，不仅要掌握击

球的规范动作，还要动脑子，“技战术不是

别人教的，要靠自己领悟，每场比赛都不

一样。”

李文炳介绍，门球是集高尔夫、桌球、

象棋于一体的一种运动，打法上有高尔

夫、桌球的影子，排兵布阵方面又像象棋，

“攻防要相匹配，里面的战术是千变万化

的。”因此，很多人打一段时间后都会觉得

很有意思，“就像小孩子玩游戏，一沉迷进

去想出来还不太容易。”

现在高东镇每个村居委都有球队，有

的还不止一个，全镇共有30支球队。为了

提高这些队员们的竞技水平，除了平时勤

练基本功之外，还要经常组织参加赛事来

提高心理素质。“门球光靠技术是不行的，

没有经过大小赛事来磨练心理状态，一上

去就紧张，没法打了。”李文炳说。

因此，除了外出参赛，高东镇每年还

有很多自己的常规赛事。有已举办 10余

年的甲A、甲B联赛，还有高东镇门球争冠

赛，春季杯、秋季杯门球大赛，单、双打比

赛，以及很多临时比赛等，为队员们提供

交流提高的机会。夏季，镇里还会举办培

训班，组织教练员和裁判员进行培训。

为了让门球运动持续发展，高东镇也

曾组织过青年队，并在全国很多大赛中取

得过好成绩。只是，如今这支青年队的队

员年龄也在渐长，如何继续在更广的青年

范围内推广门球，成为高东镇现在考虑的

问题。

不过，不管是否后继有人，高东镇的

中老年人们，如今已因为门球享受到了健

康运动的快乐。80岁的黄福庭说，很多别

处的老年人都羡慕高东老年人，觉得高东

的老年人有门球场可以打球，镇里又这么

重视，还要发纪念品还要奖励。“打麻将家

里人都反对，但是打球家里都支持。因为

这一运动既文明又健康，又能交朋友。”如

今已不再担任门球推广工作的他，依然对

门球情有独钟。

现在，老百姓搓麻将的少了，以球会

友心态也积极乐观了，村民、村风得到了

改善，促进了高东镇的精神文明建设。

在高东新村，曾经的第一块门球场如

今已经冷清，因为小区里新建了条件更好

的新场地。记者探访时，在天气晴好的秋

日午后，一群老人们正在新场地里打得起

劲。谁也说不准，这片场地上或许会走出

更多“球王”。

高东门球“深耕”之路一帮“爷叔”，捧回了

世界锦标赛的季军。

50多岁的周德明被誉

为“上海球王”，在日本门

球世锦赛上，他是主力。很

多人不知道，在接触门球之

前40年的人生中，他只是

高东镇的一个普通居民。

小小门球，让高东走

向了世界，也为高东人带

来了荣光与快乐。“虽然投

入多，但回报更多。”高东

镇的一位负责人说， “现

在国内一提到门球，大家

都会说‘上海有个高东’，

这不是一年两年能做到

的。”

20年前，高东门球只

是“一镇一品”的特色项

目，20年积淀，高东人品

到了这一运动带来的无限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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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东镇的门球队员们在训练中。 □本报记者 刘思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