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 Science Research

1935 年叶字林西报曳对中华民国时期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报道的研究

1935 年《字林西报》对中华民国时期第六届全国
运动会报道的研究
张维松
摘

要院 中华民国时期袁1935 年于上海举办的野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冶当属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举办的 7 届全运会中最为成功的一届遥 全国诸多媒体纷纷开设专版

竞相报道该项赛事袁上海最有影响力的外文报纸叶字林西报曳也不例外遥 本文以叶字
林西报曳中有关野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冶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袁以期探知外媒是如何报道
和记录该项中国体育盛会的遥
关键词院 字林西报曰六运会曰体育报道曰体育史
中图分类号院G80-05

文献标志码院 A

文章编号院1006-1207渊2019冤01-0022-08

DOI院10.12064/ssr.20190102

ZHANG Weisong
(School of Sports Journalism and Foreign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The 6th National Athletic Meeting could be counted as the most successful one of the seven National Athletic Meetings held befor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ny media
across the country set up special columns to cover the game, including North China Daily News,
the most influential foreign newspaper in Shanghai.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s of 6th National Athletic Meeting i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the paper tries to explore how the British reported and
recorded the gam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6th National Athletic Meeting; sports report; sport history

22

全运会袁是全国运动会的简称袁是目前国内规模
最大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遥全运会的历史最早
可追溯到清宣统二年袁即 1910 年举 办的 野全 国 学校

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冶袁该项赛事在辛亥革命后
被认为是野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冶袁在此之 后至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又举办了 6 届全运会遥 在这 7 届
全运会中袁举办于上海的野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冶渊以下
简称野六运会冶冤堪称最为成功尧规模最大的一次体育
盛会遥 诸多报刊杂志对其展开了专版报道袁例如叶东
方杂志曳还特别为此发行号外遥对这样一项中国人自
己的大型体育赛会袁位于上海由英国人创办的叶字林
西报曳同样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袁在赛会期间专门开辟
出单独的版面对整届运动会 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遥
本文基于此袁 展开对外媒视角下该届体育赛会的报
道研究遥
收稿日期院 2018-12-24

1933 年袁在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首都南京举办
的野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冶结束之后袁当时政府曾决定
自野六运会冶开始袁在南京与各省市之间每隔两 年举
行一次袁野六运会冶则定在上海举办遥 关于野六 运会冶
的申办成功袁野六运会冶 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潘公展

先生在 野六运会冶 大会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上海申办

野六运会冶的动机和背景袁野民国二十二年五届全运大
会袁公展为上海市代表团总代表袁因鉴第一次全国体

育会议袁决定每二年在首都与地方渊民国二十四年冤
举行一次袁于是郑重向大会提出请求袁列举上海市自
受一二八祸变以来袁 欲谋复兴袁 非从多方面努力不
可袁 现正从事建设袁 于市中心区建筑大规模之体育
场袁及交通便利袁设备完美袁与我国历来提倡体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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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袁 并引起世界之观听各点袁 陈述于五届全运大

会冶 [1]袁最终体育大会决定于 1935 年野双十节冶在上海

一 直忙 于迎 接 源 源 不 断 抵 达 上 海 的 各 支 代 表 队 [5]遥
在过去的几周里袁 赛会组织官员们付出了辛勤的努

举行野六运会冶遥 教育部据此决议聘请了包括当时上海

力做大赛之前的最后准备袁 所有的一切都已准备停

市长吴铁城在内的 43 人为大会筹备委员袁 组织筹备

当袁 以确保赛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在各方面为运动员

委员会袁 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担任大会荣誉主席遥

提供帮助遥 大批工人一直忙于体育场的收尾工作袁现

此后上海市政府首要之务即于 1934 年春季在当时的

在所有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袁静待开幕式的进行 [6]遥

上海市中心筹建大型体育场遥野七月呈准中央发行公债三

此次野六运会冶之所以可称为空前的一次体育盛

百五十万元袁以一百万元为建筑运动场之用袁八月在市立

会袁除了顶级的硬件设施之外袁不论是在规范化尧参

第一公园开地三百亩袁开始兴筑袁迄大会启幕前竣工遥 冶[2]
叶字林西报曳中是这样介绍这座新落成的体育场的遥

根据体育场管理部门负责人发布的声明袁市民中心

体育场可容纳 5 万到 6 万名观众遥 其他运动场的座位
容量分别是网球场 3 000 人尧排球场 1 000 人尧篮球场
3 000 人尧棒球场 1 000 人以及游泳馆 3 000 人

遥

[3]揖注 1铱

这座体育场被命名为上海市体育场 渊即上海市

与人数等方面皆为前所未有遥规范化方面袁教育部为
此拟定了全国运动会举行办法的各项比赛章程袁即
叶全国运动大会举行办法曳袁 并于 1935 年 3 月 11 日
颁布遥 该届全运会也成为了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按
照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章程举办的一届全运会遥 关于
参赛人数袁在叶字林西报曳的前期报道有过提及遥
从明日起至十月二十日袁 将有逾 2 273 名运动

江湾体育场冤遥整个运动场主要由运动场尧体育馆尧游

员汇聚上海共同角逐于江湾新市民中心体育场举行

泳池 3 个部分组成袁运动场可坐观众 4 万人尧立 2 万

的野六运会冶遥运动员来自中国的大江南北袁只有贵州

人曰运动员宿舍可容纳 2 500 人袁游泳池可容纳观众

队缺席遥同时还有来自菲律宾尧马来亚以及其他地区

五六千人袁 整体的硬件设施超过了上届的南京中央

的华侨代表队遥 参赛的人数之众超过上届洛杉矶奥

运动场袁为当时的远东之首袁它担任了野六运会冶开尧

运会来自 40 个国家参赛的不到 2 000 名运动员遥 在

闭幕式以及各项比赛的任务遥

野六运会冶 上袁 有来自各省市及海外的 38 支队伍参

该届全运会十分周到地为部分提前到达的参赛
代表队提供了许多热身赛的机会袁 此类比赛有一部
分正是在新落成的江湾体育场进行遥

赛遥即使西藏尧蒙古尧西康尧新疆和黑龙江等偏远地区
也选拔运动员赴上海参赛 [5] 遥
参赛人数能够超过奥运会足可见该届全运会规

本周随着来自中国各地尧香港尧南海各岛屿等参

模之大遥其中袁西藏代表队是首次参加全运会遥至此袁

加野六运会冶代表队的到达袁赛会为他们安排了有趣的

中国大陆地区所有省份均派遣代表队参加中华民国

足球尧网球和游泳比赛遥 周日袁被看作中国最强球队的

时期的全运会袁从体育的维度来看袁国民政府第一次

香港足球队的队员们将会在延平路体育场与外国队

实现了区域的统一遥除去国内各省市代表队以外袁来

伍交手遥 从纸面实力以及知情人的估计袁香港足球队

自菲律宾尧马来亚尧爪哇等地的华侨也纷纷派出代表

十分有希望夺得全国足球冠军遥 中国足球的偶像李惠

队参赛袁人数在历届全运会中算得上非常之多的遥当

堂毫无疑问将参加比赛遥 明晚在位于江湾市民中心体

然袁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这些华侨代表队能够得以回

育场的游泳馆袁一场埠际游泳比赛将在上海队和香港

国参赛离不开一些海外华商的大力支持遥

队之间展开遥 周三晚上袁上海外国游泳队将会在相同
的地点与香港上海混合队伍进行一场表演赛 遥
[4]

许多海外的中国富商展现出他们 慈善 的一 面袁
投入资金资助海外华侨来访队伍袁 其中就有马尼拉

大会官方组织此类比赛的目的无外乎有二袁一是

的 Mr. C. C. Lim袁 他个人组织资助了马尼拉队遥 同

帮助运动员调整比赛状态袁二是对新体育场进行一番

时袁Mr. Aw Boon-haw渊胡文虎冤投入大笔资金供 147

实战检测遥 在当时袁赛会组织方能够考虑得如此周到

名马来亚男女华侨运动员参赛 [5] 遥

实属难得遥 回想此前中国自己举办的全运会袁以及组

当时全国运动会不仅是全国各省份尧 区域之间

织尧参与的远东运动会袁乃至后来参加的奥运会袁参赛

一次以体育为名义塑造国家归属感的大会袁 同时也

运动员们大多为旅途劳顿所累袁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往

是国民政府借以在中国与南洋华侨之间建立民族认

往难以发挥出真实水平袁以至于留下诸多遗憾遥

同感的平台袁 全运会之于归国参赛的华侨不再只是

为了举办此次全运会袁不论是各体育组织袁抑或

体育那么简单遥 诚如著名史学家何炳松在一篇欢迎

是上海政府都为之殚精竭虑袁 力图在上海举办一次

胡文虎先生带队参加全运会的致辞中所说袁野当此金

完美的全运会遥 叶字林西报曳中对于整个上海如何迎
接野六运会冶的到来有这样的描述遥

本土运动组织尧 总会以及东道主在过去的几周

风送爽之秋袁正吾人扬鞭跃马之候袁健儿角艺袁我武
维扬袁凡我同胞袁无不雀跃袁我马华侨胞亦由 胡文虎
先生率领百余健将袁不辞跋涉袁万里归 来袁知祖国之

23

Sport Science Research

1935 年叶字林西报曳对中华民国时期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报道的研究

积弱袁谋体育之救亡袁其意之深切也冶 [7] 遥 报道中提到

风格袁即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在赛事本身遥

的胡文虎先生是著名的南洋华侨企业家尧慈善家遥胡

今日是中华民国的野双十节冶袁这一节日假期之于

文虎先生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便开始赞助华侨体

上海体育史是十分独特的袁因为野六运会冶今日在江湾

育活动袁所作贡献包括提倡组织体育会尧招待体育团

市民中心的新体育场召开袁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尧C.T.

体尧鼓励竞赛尧资送选手参加比赛尧建 设运动场所五

王博士渊王世杰冤尧上海市长吴铁城以及众多官员到场

大类遥 野1935 年 10 月上海举行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
时袁 胡文虎亲自担任总领队率领马来亚的华侨选手

场举行袁预计现场将高朋满座 [10]遥

回国参加竞赛袁开马来亚华侨体育史上之先河遥胡文

根据现存文献对当时开幕式场景的叙述袁 其中

虎除了领队前往之外袁并负担不敷经费袁全部共达叻

最令人动容的部分当属东北五省参赛队遥野东北五省

币二万三千多元遥 冶 由此可见在当时袁不论是在华
[8]

侨体育还是在国人体育的发展过程中袁 如胡文虎等
个人都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遥
在运动会正式开幕前一天袁叶字林西报曳 除了刊
登出各比赛项目的具体时间地点袁 还对开幕式流程
作了大致的介绍遥

选手均穿孝服袁周身黑色袁所举旗帜黑白各半袁以示
不忘关外之白山黑水袁观者动容袁甚有下泪者袁亦此
次大会中之特殊感触也遥 冶 [11]

开幕式结束之后袁紧接着开始的就是各项比赛遥

野六运 会冶的比 赛 项目 包 括 田 径 尧全 能 尧游 泳 尧足 球 尧
篮球尧网球尧排球尧棒球尧国术袁共 19 项锦标袁男女项

开幕式时袁 所有代表队将组成一个大的检阅方

目不尽相同袁其中男子共有 11 项袁女子 8 项遥 在该届

阵遥 各单位将分为 4 个部分袁由领队持各自队旗位于

全运会上袁女子比赛项目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袁达到

前列带领遥整个检阅方阵将以青天白日旗为引领袁随

接近与男子项目平齐的地位遥 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

后跟着的是乐队袁以及赛会官员袁最后是两千多名运

也能够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女子体育发展之迅猛遥

动员袁以及他们的领队尧教练和训练师遥 开幕式之后

除去正式的比赛项目袁 该届大会还增设了一些表演

将会为这座耗资 120 万美元修建的体育场进行一个

赛项目袁这一点在叶字林西报曳中也提到了遥

简短的落成仪式 遥

不同的队伍将参与包括跳水尧 举重还有竞走等

[6]

作为上海本土的外文报纸袁 加之该届全运会在

在内的表演赛项目袁鉴于中国将在 1936 年奥运会中

本土举办袁叶字林西报曳 自然投入了很多注意力在上

首次参加举重比赛项目袁该项目比赛将会 变得非常

海代表队的身上袁 也免不了要对上海队在该届全运

有趣 [9] 遥

会上的表现作出一些展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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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遥 运动会于上午 10 点开始袁开幕式典礼在主体育

除去文中提到的跳水尧举重和竞走比赛以外袁还

在 1933 年南京全运会上袁上海队获得了 10 项男
女项目中的各 5 个冠军遥 从目前上海队的身体健康

有小型足球尧摔跤尧马球以及自行车等表演赛 项目遥
此类表演项目最终成绩并不计入大会总成绩遥

程度以及综合能力来看袁上海队或许将在野六运会冶
上带走大多数的锦标遥 上海对于即将到来的运动会
作出的贡献包括组建了历届以来参加田径项目人数
最多的代表队袁其中一些是男女项目都包含在内 遥
[9]

有野运动之母冶称号的田径项目可以称得上是全
运会各比赛项目中的重头戏遥 该届全运会为了配合

叶字林西报曳能如此有底气地断言上海将在野六

当时远东运动会的举办方式袁 将田径项目分为田赛

运会冶上取得优异成绩是有依据的遥一方面野六运会冶

和径赛两个锦标遥 除此之外为与奥运会等世界大赛

在上海举办袁东道主拥有得天独厚的主场优势遥另一

同步袁田径比赛采取每项取前 6 名的排名办法袁因而

方面袁从历届全运会上海队的成绩来看袁其总体实力

在野六运会冶的颁奖 典礼上袁人们会看到前 6 名运动

一直名列前茅袁自然而然让人对其充满信心袁而最终

员站在从高到低的阶梯状领奖台上袁 与现在差异很

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预测遥

大遥 结合前面 5 届全运会上的田径比赛来看袁田径项

目整体呈现着水平不断提升的态势袁到野六运会 冶举
行之时袁全国的田径运动开展得尤为火热袁各地的整

野六运会冶 的开幕式时间定在了 1935 年当时中

体水平也均有显著提升遥需要注意的是袁在最初的两

华民国的野双十节冶袁在无形中为本次大会增添了几分

届全运会中袁所有的项目名称和成绩均采用是英制袁

政治色彩遥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袁叶字林西报曳中对于开幕

即码尧英尺尧英寸遥 当时的比赛项目为男子 100 码尧

式的描绘十分的简单袁并未作过多的渲染袁而这也符合

220 码尧880 码尧120 码低栏尧880 码接力等遥 中华民国

叶字林西报曳对于各类大型体育赛事报道所采用的一贯

时期野第一届全 运 会冶中 100 码 10 秒 8 的 成绩 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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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00 米 11 秒 9 的成绩袁这个成绩在现在看来基本

升袁野上海的胜利冶野田径男女项目冠军均被本地选手夺

上不了台面遥 从野第三届全运会冶开始袁项目名称和成

得冶野上海队全运会处于领先地位冶野全运会上海队领先

绩才全部改为公制袁即米尧厘米等遥 到野第四届全运会冶

优势扩大冶野本土代表队全运会取胜势不可当冶遥

才第一次出现女子项目遥

叶字林西报曳中对于一些田径比赛项目在预赛中

的表现有这样的描述遥

论及个人袁在野六运会冶田径比赛的赛场上最受
人关注的运动员有刘长春尧贾连仁尧符保卢尧李森尧陈
荣棠等遥

本届运动会目前的田径项目水平和成绩总体上

刘长春作为当时唯一一名奥运选手袁 他所参加

较低于之前的纪录袁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比赛包含了

的各项比赛均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遥 带着野中国第

预赛在内袁所以在预料之内 [12]遥 在男子百米赛跑中袁只

一速度冶的头衔袁刘长春的表现不负众望遥 除了夺得

有两组预赛出现了较好的成绩袁 分别是 10 秒 7 和 10

男子 100 米的冠军袁刘长春在男子 1 600 米接力决赛

秒 67袁十组预赛中的其他获胜选手则跑得相对较慢袁
用时均超过 11 秒袁最快的在 11 秒 1袁最慢的在 11 秒

中的表现堪称精彩遥 叶字林西报曳对其有详细的描述遥
在第一圈袁马来亚队取得领先袁提升了每圈的完

3遥 女子 50 米短跑中的成绩也不尽如人意遥 与之前 6

成度袁而上海队则落在了最后遥虽然各队在交接棒时

秒 9 的纪录相比袁8 个小组的预赛都没能跑进 7 秒 遥

显得有些笨拙袁 但是上海队依旧在第二圈开始时远

由此可见袁 在预赛阶段各比赛项目的成绩并不

远处于落后的位置袁辽宁队处于领先袁广东队和马来

突出遥当然袁或许这是由于当时的运动员已经有了在

亚队紧随其后遥上海队第二棒发挥出色袁在第三圈时

进入决赛之前保留实力的意识袁叶字林西报曳 也曾在

将排位上升到了第二名袁辽宁仍然排名第一遥第四圈

刘长春的水平发挥上表达出这样的观点遥

和冲刺圈事后被证明是上海队的戴淑国和排名第一

[13]

在 男 子 100 米 短 跑 第 二 回 合 中 袁4 个 小 组 预 赛

的辽宁队刘长春之间的决斗袁 被看作代表中国最快

的成绩不甚理想遥中国最快的短跑运动员尧奥运代表

速度的刘长春在最后一百米的速度惊人袁 戴实在难

队选手刘长春在第一小组中仅次于来自马来亚的选

以望其项背袁最终刘长春以 10 米的优势领先戴撞线

手傅金城袁他跑出了 11 秒 1遥 观众们就刘长春在决

夺冠袁广东队尧马来亚队尧青岛队和南京队竞争激烈

赛中获胜的机会产生了许多讨论袁 他们坚信刘是为

分别占据后四名 [16]遥

了保存实力 [14]遥

上 海 队 男 子 运 动 员 贾 连 仁 摘 得 男 子 800 米 和

当然袁 最终比赛的结果证明大家的猜想是正确
的袁刘长春最终以 10 秒 8 的成绩夺得百米冠军遥
尽管历届全运会以来袁各比赛项目的水平和成绩

1 500 米 两项 冠 军袁 同 时创 造了 800 米新 的全 国纪
录袁 他在 800 米决赛中表现最为惊心动魄袁叶字林西
报曳中这样写道遥

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袁但是与世界水平相比袁差距仍

李世民从比赛的开始阶段就以强劲的步伐处于

然不小遥 若究其原因定会涉及到方方面面袁但从叶字林

领先的姿态袁贾连仁和董淑昭则在身后紧紧跟随袁直

西报曳中对于一些比赛场面的报道也可略见一斑遥

到过了 300 米标记处袁贾连仁才反超到了第一位遥 在

在男子 400 米栏的比赛中袁 总体上运动员们的

进入到第二圈时袁贾加快了自己的速度袁在弯道进直

姿势都不太规范袁 大多数运动员对于规范的跨栏的

道时采取了全力冲刺的步伐袁领先其余的选手 10 米

遥 多数选手

之多袁但是在最后 50 米冲刺阶段他险些丧失领先优

都采取直跳过杆的方式袁 更多地则采用西方的背越

势袁惊险撞线遥在李世民和董淑昭之间的第二名的争

式袁 这种方法帮助世界上的运动员将纪录提高了 6

夺十分激烈袁前者以分毫之差击败了后者遥工业部长

方式袁即跨栏的时机节奏方面知之甚少

尺 9 英寸

[13]

[12]

遥 符保卢和王禾姿态标准袁其他选手不论

是在姿态还是技巧上都难以令人满意 [15] 遥

除跑步项目外袁在众多需要配合器具的田径项目
中袁中国运动员不论是在技术动作袁还是在比赛姿态

陈先生在比赛结束之后为运动员颁奖 [17] 遥
上海队著名撑杆跳高运动员符保卢毫无悬念地
夺得了撑杆跳冠军袁并打破全国纪录遥叶字林西报曳记
录了符保卢夺冠的表现遥

方面都显得不是十分规范和标准遥 一方面可能是缺乏

下午举行的男子撑杆跳高不论是对于现场观众

专业的训练和指导曰另一方面可能参加世界大赛机会

还是没有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们来说都充满了吸引

较少袁所以在诸多方面无法与世界顶尖水平接轨遥

力遥他们的期望并没有落空袁上海队的符保卢跳出了

野六运会冶田径项目上袁上海队成为了最大赢家袁男

子 15 个项目中袁8 个冠军被上海队得到袁女子 11 个项
目中袁上海队则拿下 7 个冠军遥 叶字林西报曳每日的全运
会版面也用大号加粗的标题昭示着上海队的节节攀

3.90 米的高度袁打破了之前 3.80 米的全国纪录遥 同
时袁上海队的另一名选手王禾也以 3.85 米的成绩打
破了纪录排名第二 [15] 遥
谈及符保卢袁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袁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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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俄混血儿袁长相高大英俊的他不仅主演过电影袁

场内有许多树立的记分牌袁 同时媒体席也被观众强

还是第一个在奥运赛场上代表中国进入复赛的运动

占袁导致众多媒体代表找不到合适的视角观看比赛[19]遥

员袁摆在他面前本是大好的前途袁可他却在卢沟桥事

连媒体席也被热心的观众们占领袁 当时比赛现

变后毅然选择了参加空军袁 驾机杀敌袁 最终不幸于

场的火爆程度可想而知遥 而比赛的精彩程度也确实

1943 年坠机身亡袁他的经历可谓是中国体育史上的

不枉诸多民众的热心支持遥 男子游泳项目诞生 3 项

一段传奇遥

新的全国纪录袁 女子共 5 个比赛项目全部创造新的

上海队女子运动员李森可谓是野六运会冶田径赛
场上最闪耀的一颗明星袁她包揽了女子 50 米尧100 米尧
200 米 3 项冠军袁并打破 200 米全国纪录袁成为野六运
会冶田径比赛最大赢家遥 叶字林西报曳也用了野本土明星

港 队 的 野鱼 美 人 冶杨 秀 琼 遥 除 了 长 相 秀 丽 袁在 野六 运
会 冶之前袁她就已经在野五运会冶上大杀四方袁声名远
播袁 因而该届全运会她的比赛自然受到了多方面的

李森闪耀赛场冶这样的大幅标题并配以图片袁展示李

关注遥 而她在第一个比赛项目 50 米自由泳上的意外

森在该届全运会中的出色表现遥 也正因为在野六运会冶

落败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遥

上的出色表现袁李森赢得了野女跑王冶的称号袁并因此

当日最令人失望的比赛出现在接下来的这一赛

得到了代表中国参加 1936 年柏林奥运会的机会袁成

事中袁中国的野鱼美人冶杨秀琼在 50 米自由泳比赛中

为了当时中国田径代表队中唯一一名女运动员遥

屈居第二袁排在刘桂珍之后遥 比赛场面十分激烈袁这

上海队女子运动员陈荣棠夺得铅球尧 铁饼两项

冠军袁并且在铁饼比赛中打破了全国纪录遥 叶字林西
报曳对此有详细报道袁并且特别在全运会专版上刊登
了她的照片遥

使得观众们激动地站了起来遥 36 秒 2 的成绩比杨秀
琼在昨天两次打破的 36 秒慢了 0.2 秒 [20] 遥
尽管杨秀琼在前面的预赛和复赛接连创造出 36
秒的成绩袁但是她并没有能够将这种状态带到决赛袁

上海队的陈荣棠在女子铁饼比赛中创造了一个

遗憾落败遥 尽管输掉了第一个项目袁但是杨秀琼在接

新的纪录要要
要30.035 米袁之前的纪录为 28.06 米遥 上

下来参加的两项个人项目渊100 米自由泳和 100 米仰

海队的另两名选手陈淑芬和丁桂梅分列二 三位袁成

泳冤中重新找回状态夺回冠军袁并打破全国纪录遥

绩也不错遥 在比赛临近结束时袁由行政院副院长为 6
名运动员颁发奖项 [18]遥
总体上来说袁野六运会冶 田径比赛各比赛项目成
绩在总体平均的基础上略有提升袁共诞生了 11 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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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纪录遥 要论起泳池中最受人瞩目的明星当属香

的全国纪录遥

男子项目中风光最盛的两名运动员当属香港队的
陈振兴和马来亚华侨队的杨维莫遥 前者夺得了 50 米和
100 米自由泳冠军袁并打破 50 米全国纪录袁后者均以
创 400 米和 1 500 米自由泳全国纪录的成绩夺魁遥
最终男子项目获得冠军数量前 3 名分别为广东尧
香港尧马来亚袁女子项目则是广东尧香港尧山西遥 从第
四届全运会到 1948 年第七届全运会共产生 45 项游

游泳运动中国古已有之袁 但在中国游泳运动真

泳比赛桂冠袁其中香港 25 项尧广东 7 项尧马来亚 7 项尧

正作为一项竞技活动开展还是要 追 溯到 19 世 纪 晚

辽宁 4 项尧印度尼西亚 2 项遥 从中可以看出袁中国的

期袁最早的游泳竞技运动基本都由洋人开展袁中国人

游泳项目开展蓬勃的区域大多还是集中在香 港尧广

参加较少遥全运会最初并没有设置游泳比赛项目袁开

东等少数大城市袁发展十分不均衡遥

始于 1930 年野第四届全运会冶遥 当时只设男子比赛项
目袁从野第五届全运会冶开始增设女子项目袁计算方法
也开始由英制改为公制遥

该届全运会中最精彩的球类比赛首先要提到的是

野六运会冶游泳比赛共设有 13 个项目袁其中男子

足球比赛遥 参赛队伍原为 20 支袁青海队由于路途遥远

大批观众到场观战袁场面十分火爆袁体现出当时民众

济袁实力之强劲是历届所未有遥从叶字林西报曳中这段描写

8 项袁女子 5 项遥 野六运会冶游泳比赛一开赛就吸引了

对于游泳项目的热情和关注遥 叶字林西报曳描述了开
赛当日比赛现场的盛况遥

未能赶到袁其中广东尧香港尧上海尧马来亚华侨 4 队人才济
可以看出足球比赛自复赛阶段之后受人关注的程度遥
上午 11 点袁3 万余名足球爱好者早早来到体育

昨日袁数以千计的观众云集江湾市民中心体育场

场占好位置以观看下午进行的足球半决赛袁 最终马

旁的游泳馆袁观看野六运会冶游泳项目第一比赛日的比

来亚负于香港袁广东击败上海遥到下午 12 点 45 分袁超

赛遥 到上午 11 点袁 游泳馆内所有廉价座位被抢购一

过 7 万名男女观众几乎布满了整个体育场的看台 [21]遥

空遥 当下午 1 点比赛开始时袁全场早已座无虚席遥 由于

尽管足球项目在全运会上受到了最热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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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袁但是各地区实力差距的悬殊让人难以忽视遥在初

全运会冠军遥 尽管获胜者的实力上的占优让这场比

赛阶段经常出现大比分的悬殊比赛遥

赛的结果看来理所应当袁 但是现场两千名观众仍然

下午 4 点袁 冠军大热门 香港 队碰 上 安徽 队袁以

见证了全运会网球赛场上最出色的比赛 [26] 遥

19:0 的巨大比分击溃对手遥 中国足球迷们的偶像李

许承基在中国网球的历史上毫无疑问地画下了浓

惠堂和 K. D. Lee 包办了球队的大多数进球 遥 在湖

墨重彩的一笔遥 代表中国参加戴维斯杯袁首次帮助中国

北对阵江西的足球比赛中袁湖北队毫无悬念地以 13:0

在该项赛事取得胜利遥 两届全英硬地网球赛渊仅次于温

击败了江西队遥如同比分所显示的那样袁比赛场面呈

布尔登网球赛冤冠军袁曾闯入温布尔登网球赛十六强袁

现一边倒袁湖北队在技术等各个层面都远胜于对手遥

最高排名世界前十袁 这些在现如今看来依旧沉甸甸的

第二场比赛在 10 点开始袁由广东对阵山 东袁最终 前

荣誉让当时的世界网坛也印刻下了中国人的身影遥

[22]

者以 9:0 带走了比赛的胜利

[23]

遥

而在男子双打的决赛赛场上袁 正是邱飞海和林

总体上来说袁 足球实力分布呈现出由东南往西

宝华组合的上海队对阵许承基尧 许承位的许氏兄弟

北递减的态势遥最终马来亚华侨队负于香港尧广东击

组合袁邱林两人最终实现了复仇遥叶字林西报曳对这场

败上海袁 两队会师决赛遥 在前 5 届全运会足球比赛

决赛的场面是这样描述的遥

中袁 上海队凭借本土联赛强队球员们组成的队伍共

林宝华和邱飞海代表上海队打出了最好的状

夺得了 4 届冠军袁 然而这次在家门口的比赛却无奈

态袁 以 3:0 直落三局击败了备受喜爱的爪哇许氏兄

铩羽而归遥决赛当天袁由上海市长吴铁城到场为比赛

弟袁从而实现了在该项目上的卫冕遥许多观众对于本

开球袁叶字林西报曳对于这一情节有这样的记录遥

场比赛很快便沦为一场二流比赛感到十分失望遥 许

当两队列队站定袁 香港队队长李惠堂回应了广

氏兄弟当中的弟弟一如既往地发挥 不稳定袁而万众

东队的祝贺遥 随后大会通过扩音器宣布市长吴铁城

期待的许承基则经历了糟糕的一天遥 比赛中很少出

将到场代广东队为比赛开球

[24]

遥

最终袁 拥有球王李惠堂的香港队 3:1 击败广东
队夺得桂冠遥 李惠堂在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遥

现对拉的局面袁许多得分都是来自失误遥邱飞海的稳
定和高吊球在这场胜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7] 遥
女子比赛中来自山西的王氏姐妹袁 王春菁和王

男子篮球项目是参加队伍最多的一个比赛项

春葳球艺超群袁无可匹敌遥姐妹俩夺得双打冠军的同

目袁有 24 支之多遥 河北尧北平尧南京和上海 4 队晋级

时袁姐姐王春菁拿到了单打的冠军遥这对青春靓丽的

半决赛袁最终袁拥有南开五虎之一唐宝堃的河北队击

混血姐妹花是野六运会冶赛场人最赏心悦目的一道风

败南京队夺得冠军遥 女子项目有 16 支队伍袁上海队

景线袁摄影记者们将许多镜头给了她们遥而王氏姐妹

一路过关斩将袁击败马来亚华侨尧河北尧江苏尧广东袁

的成功要归功于她们的父亲袁 清朝末年留洋的秀才

基本上以横扫姿态摘得冠军遥

王宪袁 他在英国学习期间认识了姐妹俩的母亲英国

篮球比赛中菲律宾华侨队在对阵四川队时罕见
地得到了百分袁叶字林西报曳是这样记录的遥
昨日在篮球场上袁 来自菲律宾的海外华侨组成
的队伍在对阵四川队的比赛中全队共计得到了 100

人爱伦窑派克遥回国之后袁每逢周末袁夫妻俩都要打网
球袁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使得王氏姐妹从小就与网
球结下了不解之缘遥 在当时网球开展十分局限的中
国袁王氏姐妹的出现令人眼前一亮遥

分遥 这场比赛堪称市民中心体育场迄今最令人印象

其他球类项目中袁 上海排球男女队皆战胜广东

深刻的比赛遥 当时还出现了机械记分牌不能打出百

队夺得冠军袁男子棒球上海击败广东夺冠袁女子垒球

位分数的桥段袁 这个小插曲逗乐了全场 2 000 名观

广东取胜上海捧杯遥

众遥 四川队仅得到 22 分

[25]

遥

在当时各队场均得分最多只有五六十分的年代袁
出人意料打出的百分让现场的记分牌都猝不及防遥

野六运会冶的网球赛场男子只看 3 人袁许承基尧邱

除了对全运会赛场上的战况给予充分的关注袁叶字
林西报曳还将目光对准了赛场内外发生的相关新闻遥

飞海尧林宝华袁女子则是王氏姐妹称霸遥 许承基是爪

就连在全运会之前当时的上海市政府针对全运

哇华侨袁实力超群遥 在该届全运会上他先是 3:1 战胜

会期间交通管控所颁布的条令也在叶字林西报曳的报

林宝华袁最后以 3:0 击败邱飞海夺得男子单打冠军遥

道范畴之内遥

叶字林西报曳的报道如下遥

凭借一发的出色表现袁 中国来自爪哇的戴维斯

杯选手许承基以 3:0 击败上海队老将邱飞海袁 捧得

没有中国驾照的私家车主袁如果希望观看有来自

中国各省市尧 特别地区 38 个代表队接近 3 000 名运
动员参加的野六运会冶袁听到上海市长吴铁城昨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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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将会十分高兴袁决定内容为在全运会期间支付
2 元就会为他们提供有效期为 11 天的临时驾照 遥
[3]

对著名的叶东方杂志曳在全运会期间发行的专刊

也进行了推广和介绍遥
英汉双语印刷袁 赛会赞助者亲切作序的手册将

之所以开展这项运动的原因在叶字林西报曳也有谈到遥
通过骑兵部队总指挥在比赛中展现的兴趣来
看袁马球运动在北方得到了极大地推动遥近日抵达的
8 名运动员正是来自这一部队遥 他坚信这样一种智
慧袁 即鼓励他的年轻军官们去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优

会提供许多有用的信息袁有详细的赛事表尧项目一览

秀的骑手袁 因为他认为对于他的下属而言马球运动

表尧手记以及运动员和队伍的照片袁还包括全国和远

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手段遥出于这个目的袁他们拥有一

东运动会纪录袁以及全运会会歌 遥
[28]

除此之外袁叶字林西报曳 还记录了上海的基督教
青年会特地为野六运会冶的相关人员举行的一场特殊
的晚宴遥 青年会的秘书长 Mr. K. Z. Loh 在晚宴上发
表讲话袁内容大概是这样遥

在他的欢迎致辞中首先代表这个组织欢迎各位
宾客的到来遥 他很感激大家对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
国培训运动员和推广体育锻炼方面起到的先锋作用
给予的赞扬 遥
[29]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发表了结束致辞袁他首先也
是对于基督教青年会对中国体育的贡献表示感谢遥
他提到很荣幸自己能够在野五运会冶和野六运会冶

个特别的马球教练 T. S. Neppo [32]遥

因而可见此次大会邀请三十二军马球队抵沪进

行表演赛袁想必也带有推广该项运动的目的遥谈到三
十二军袁 就不得不提及他们在中国近代体育中扮演
的角色遥当时袁第三十二军军长兼河南省主席商震将
军出于对体育的关心袁 在军中开设体育部和体育训

练 班袁设有 足球 尧篮球 尧田 径 尧马 球 尧拳 击 等 项 目 袁并

且每一师设有总教练一人遥全军除了日常训练以外袁
人人从事运动遥 其中袁三十二军拳击队的 4 名运动员
还在 1936 年的奥运选拔赛中获得前四名袁从而得到
了为国征战的机会遥 军队体育在中国体育发展中所
扮演的角色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方面遥

担任总裁判长的职位遥 这样袁他才得以目睹体育的吸
引力和各项成就的发展遥 他还提到了一些基督教青年

会外国代表的名字袁M. H. Exner 博士尧C. H. Robertson
博士尧J. H. Gray 博士尧J. H. Crocker 博士和 A. H. Swan

胜者应邀与在沪外侨组成的队伍进行了一系列国际

包括帮助新式学校的领导者们唤起民众对体育的兴

中国队在昨日进行的国际邀请赛中捍卫了荣

趣袁并培养他们曰无私地从这个国家退出并将领导权

誉袁只输掉了一场田径比赛和一场草地网球比赛遥代

移交给已经有资格和能力的中国官员和运动员 遥

表上海的外国足球队与中国队战平袁 使得观众们紧

博士袁 感谢他们在中国体育初创时期所作出的贡献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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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届全运会各比赛项目结束之后袁 各比赛获

[30]

此外袁张伯苓还对中国体育提出了自己的希冀遥
他指出袁中国仍然在运动员发展方面落后于其他
国家袁不应满足于现状袁直到中国的运动员带着决心
以及成为胜利者的期望不断刻苦训练袁这种期望不只
是局限在远东运动会袁还应放眼世界奥林匹克 遥
[30]

邀请赛袁叶字林西报曳对总体赛况有这样的记录遥

张尧兴奋不已 [33]遥
相较于开幕式的一笔带过袁叶字林西报曳 对于该
届全运会的闭幕式作出了比较细致的描述遥
在一天包括田径尧网球尧篮球和足球等项目在内的
国际邀请赛结束之后袁 本土外国队伍以及全运会运动

作为中国体育一直以来积极的倡导者和推动

员齐聚主席台前的体育场袁 唱国歌袁 并聆听孙博士讲

者袁张伯苓先生对于中国体育的期盼在此一目了然遥

话袁随后由大会主席向大家发表感谢讲话遥 讲话结束之

各项表演赛项目中最受瞩目的无疑是应邀前来

后袁 伴随着数千名仍然到场观看闭幕式的观众们的掌

的三十二军马球队袁 他们在 10 月 18 日下午为观众

声袁 大会向获胜队伍颁发奖项遥 在主席台前高高飘扬

下午 3 点袁 一场马球表演赛在体育场中心的足

被移交给了教育部代表遥 伴随着军警乐队的演奏袁整

们献上了马球表演赛遥

了 11 天的会旗被降下袁在一个愉悦的仪式过后袁会旗

球场进行袁共进行 6 局袁每局 6 分钟遥 这场比赛是由

个仪式进入尾声袁各支代表队旗手退出体育场 [34] 遥

地的马球队进行比赛遥运动员必须控制好自己的马袁

运会冶的门票收入以及观众人数的各项数据遥

中国第三十二军带来袁 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周末与当
因为表演场地只有正规马球比赛场地一半 的大小遥
运动员分为黄红两队袁最终前者以 8:7 赢得比赛 [31]遥

当时马球运动在北方发展较为蓬勃袁 然而在南方

从事这项运动的大多还是在华的外国人袁至于三十二军

在 10 月 23 日的叶字林 西报 曳上 还 刊登 出了 野六

据官方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袁 在江湾市民中心

举行的为期 11 天的野六运会冶门票收据金额大约 是
10 万元袁到场观众人次累计超过 100 万 [35]遥

这些数字非常直观地展现了野六运会冶的受关注程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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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aily News, 1935-10-11(12).

中华民国野第七届全运会冶举办之时袁距离野六运

[13] 佚 名 . Hundred Meters [ N ] . North China Daily News ,
1935-10-11(12).

会冶已经过去了 13 年袁野第七届全运会冶组织涣散袁竞

[14] 佚名. Fast Track Events[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民共和国成立前最为成功的全运会遥 叶字林西报曳此

[15] 佚名. Local Victory in Athletic Meeting Seems Assured

对运动会进行了报道袁 对于各项比赛的记录也是巨

[16] 佚名. Relay Races[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35-

技水平大不如前袁这也使得野六运会冶成为了中华 人
次对于野六运会冶的报道内容详实袁从前 期即早早地
细无遗袁但是综观所有叶字林西报曳野六运会冶报道袁缺
乏体育评论袁且对运动员个体的关注度也不高遥 除此
之外袁作为一份立足于上海的报纸袁叶字林西报曳给予
了上海队更多的关注遥总而言之袁作为一份旨在为上海
外侨服务的报纸袁叶字林西报曳 能在全运会期间用如此
大的版面对野六运会冶进行综合性的报道袁足见整个在
沪的外侨社会对于该项体育盛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遥

1935-10-12(12).
[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35-10-15(12).
10-17(12).
[17] 佚名. Exciting Final[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35
-10-13(14).
[18] 佚名. Good Performances[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35-10-13(14).
[19] 佚 名 . Swimming Events Draw Crowd at 6th Athletic
Meeting[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35-10-17(12).
[20] 佚名. Surprise Defeat of Miss Yeung in 50 Meters[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35-10-18(12).
[21] 佚 名 . Huge Crowds Attend 6th Athletic Meeting [ N ] .

揖注 1铱 本文中的新闻报道的直接引用均为当时 叶字林西
报曳相关报道的原文翻译遥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35-10-19(12).
[22] 佚名. Soccer to Peiping[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35-10-15(12).
[23] 佚 名 . Soccer Matches [ N ] . North China Daily News ,
1935-1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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