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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来到亚洲

世警会于 1985 年由美国加利福
尼亚警察体育联合会创办发起，是以
城市为申办主体、由全世界警察和消
防员共同参与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
素有“警察和消防员奥运会”之称。
本届世警会则是首次在亚洲城市举
办，也是成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国
际化水平最高、单次入境外宾人数最
多的综合性体育赛事。

据统计，本届世警会共有来自
7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 万余人注册报
名，其中 8000 多名运动员参与到 56
个项目的比赛和角逐当中。

与传统的体育赛事相比，世警会
参赛主体为世界各国在职及退休的警
察和消防员。为了让更多的警察和消
防员参与其中，本届世警会降低了参
赛门槛，项目设计丰富，赛制时间也
更加人性化。参赛项目中既有三大
球、游泳、田径、半程马拉松、跆拳道、
铁人三项等传统项目，也有掰手腕、躲
避球、拔河等喜闻乐见的民间项目。此
外，本届赛事还设置了警察两项、警
察手枪实用射击和战斗射击、消防百
米障碍、极限消防员等具有职业特色
的比赛项目，极具观赏性。

讲述“警察故事”

在队友的搀扶下，86 岁的美国
老人查尔斯·韦瑟比走出泳池，现场
掌声一片。

“我已经参加13次世警会了，希
望能一直游到 90 岁。我相信，只要
坚持游泳，就能够更长寿。”韦瑟比
说，这次来中国参加比赛，认识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同行和朋友。看到很多
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朋友也在坚持运
动，韦瑟比感到特别高兴。

作为此次世警会最年长的参赛
者，韦瑟比的坚持精神令人感动。事
实上，在本届世警会的赛场上，还有
不少或温情、或热血的故事。

在保龄球赛场，来自成都的“夫
妻档”——张佳和丈夫李俊拿下了 7
金1银的好成绩。除了单人项目发挥
出色外，两人还凭借着良好的默契赢
下了混双比赛的冠军。

谈及与保龄球的缘分，张佳说，
是丈夫李俊带着自己走上了保龄球之
路。此前，她曾参加过两届世警会，
均遗憾地同冠军擦身而过。“报名参
加成都世警会后，我每天利用下班时
间训练，手上都起了茧子。”张佳
说，两人在训练中互相提醒、总结，

终于在家门口圆了金牌梦想。
在本届世警会开幕式上，中国香

港代表队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支持和欢
呼。而在赛场上，香港选手也表现出
了不俗的实力。在考验消防员综合能
力的“极限消防员”比赛中，中国香
港队获得两个组别的团体金牌。在紧
张刺激的掰手腕赛场，中国香港女选
手王翠雯凭借着 20 多年跆拳道的功
力，轻松摘得金牌。

成都特色吸睛

本届世警会设有运动员村，既是
各国警察和消防员的休闲空间，也是
交流互动的平台，还是他们了解成都、
认识成都、爱上成都的一个窗口。

这几天，充满了成都特色的运动
员村热闹非凡，形态和色彩各异的大
熊猫雕塑随处可见。在各国运动员的
第一站——注册中心里，前来登记注
册的警察和消防员纷纷和“大熊猫”合
影留念。来自荷兰的博格特是第一次
来中国，这个对成都之行充满期待的
小伙子带上了自己的妈妈、妻子和 1
岁多的宝宝，希望同家人一起享受比
赛、感受成都。

世警会不仅是一个展示专业水平
的竞技平台，也是各国文化交流的舞

台。运动员村有地道的成都美食、文
创特色产品等，运动员可以在此品尝
成都美食、感受成都文化。比赛开始
后，运动员村还有文艺节目演出，让
运动员在比赛休息期间互动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世警会运动员村
还设置了中医体验点。各国运动员可
以亲自动手，用中药制作香囊，还可以
体验推拿、针灸、拔罐等中医疗法。

神奇的中医吸引了不少运动员的
目光。来自拉脱维亚的维克托尔手里
捧着两杯药草茶，“听说这种茶有解暑
去火的效果，我要带给队友尝尝”。在
此工作的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
生表示，很多国家的运动员已经预约，
要前往医院进行针灸和拔罐治疗。

打造赛事名城

本届世警会的举办，全面展示了

成都的“整体实力”。
在世警会开幕式上，成都利用产

业和技术优势，尝试了“5G+8K”
直播，利用 5G 传输技术平台，将大
成都三星堆、九寨沟、熊猫基地、天
府绿道、西岭雪山、金沙遗址公园、
宽窄巷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天府
文化地标的实时 8K 画面传送到开幕
式现场的大屏幕上，用最具时代感的
科技和传媒手段，让历史文化与新时
代、新风貌交相辉映。

据悉，成都 5G 产业谋划较早，
拥有 5G 产业联盟、5G 产业专项资
金，还设立了专项资金支持 5G 技术
攻关、支持“一杆多用”型智慧灯杆
应用纾解建站难等问题。

此外，通过举办世警会，成都将
进一步建设“三城三都”，打造世界
文创名城、旅游名城、赛事名城。推
进文旅融合，打造国际品质的文旅消

费场景，构建“有温度”“有品质”
“有创新”的旅游场景。

利用比赛空闲，来自巴西的尼尔
瓦多和队友来到了成都远洋太古里

“扫货”。“我还要到熊猫基地看熊
猫，还想去锦里和宽窄巷子，成都的
火锅也要尝一尝……”尼尔瓦多掰着
手指头说，难得来成都，要把这座城
市“逛个遍”。

世警联合会主席拉瑞·柯林斯
2013 年第一次来到成都进行考察评
估时，就对成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
印象。

“世警会比赛从来没有在亚洲
举办过，我认为成都是一个可以成
功举办比赛的城市，所以我们也一
直积极推动世警会在成都举行。”
拉瑞·柯林斯说，自己参加过多次
世警会的筹备，但成都的工作是最
出色的。

成都世警会：

当“热血”比赛
遇上“巴适”文化

本报记者 刘 峣

当相聚的友谊与竞赛的对抗“同框”，当运动的热血遇上“巴适”的文化，会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这几天，在四川成都，来自全球各地的警察和消防员用拼搏的汗
水，讲述着欢乐与荣耀的故事。

从8月8日至8月18日，第十八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下称“世警会”）
在成都举行。目前，各项赛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首次来到亚洲、来到中国的世警
会，为观众带来了崭新的观赛体验和热血与温情并存的“警察故事”。而借助世警会
的舞台，成都的科技发展、文化特色、美丽环境又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

45天的蜕变

对于能代工业高中，熟悉日本漫画
《灌篮高手》 的球迷应该都不陌生。漫画中
那支令人闻风丧胆的“山王工高”，正是基
于能代工高的形象塑造的。

在现实中，能代工高同样是日本高中
篮球的传统强队。历史上，能代工高曾连
续 47 次问鼎日本秋田县选拔赛冠军，98
次参加全国大赛并有 42 次夺冠，是最具
底蕴和气质的日本高中球队之一。而中国
篮板青春队的 10 名球员则是通过 《篮板
青春》 节目，通过 45 天的专业集训选拔
而出的。

一支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豪门”球
队，另一支则是短时间“速成”的临时球
队。比赛前，很多人并不看好中国篮球少

年的前景。但正如 《灌篮高手》 漫画中，
“草根”球队湘北在全国大赛中击败山王工
业的励志剧情一样，篮板青春队也凭借着
团结和拼搏精神，赢下了实力不俗的对手。

这支中国团队是如何炼成的？与不少
体育综艺节目“娱大于体”不同，《篮板青
春》 将篮球竞技与球员养成进行充分结
合，真实呈现“00 后”小球员在争取胜利
过程中的蜕变。在 45天的时间里，前 CBA
球星杨鸣则和以国青队总教练原园为代表
的国家级教练团队，对参加节目的选手进
行专业指导并制定了严苛的训练计划。此
外，篮球少年们还需要面对上海青年队、
CUBA 大学生球队以及 NBA 球星和前 CBA
球员组成的传奇球星队的教学赛挑战。在
此过程中，每个高中少年的困惑、热爱、
执著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而他们的成
长与飞跃，同样显而易见。

靠实力取胜

作为一支典型的日本高中生球队，能代
工高主打小、快、准风格。尽管个子不高，但
能代工高的纪律性和整体性较为出色，球员
之间的默契程度也要高出篮板青春队。

针对对手的特点，篮板青春队也进行
了战术布置。球队派出了身高接近 2 米的李
弘权和翟辰，以期在内线压制对手。这一战
术果然奏效，上半场比赛，依靠两大内线的
冲击和后场林彦廷的得分能力，篮板青春队
保持着两位数的领先优势。

进入下半场，能代工高依靠球队人员
轮换上的优势和充沛的体能展开反击，连
续命中多记三分球，一度将比分追至 65
平。关键时刻，篮板青春队及时进行调
整，用小个阵容限制对手的外线进攻，并
在临近结束阶段重新祭出“双塔”战术，
打出一波12∶0的小高潮，一举锁定胜局。

这场比赛，就读于美国米德尔堡学院
的李弘权砍下 32 分和 13 个篮板的两双成
绩，林彦廷和翟辰也各自拿到 17 分。对于
小球员的表现，总教练杨鸣不吝赞美，他
说，林彦廷未来完全有实力征战CBA赛场。

青春的热血

战胜能代工高，中国球员并不能就此
放松，迎接他们的还有更强大的对手。

根据节目安排，篮板青春队将于 8 月 27
日在上海迎战实力更强的日本福冈第一高
中。福冈第一高中代表着目前日本高中校园
篮球的最高水平，他们是 2017 年 IH 夏季争
霸赛冠军，也是2018年度日本高中冬季选拔
赛冠军。可以说，福冈第一高中更像是现实
版的“山王工高”。篮板青春队要想复制“湘
北奇迹”，需要继续坚持拼搏和团结的精神。

樱木花道、流川枫、赤木刚宪……在
中国，《灌篮高手》 是很多篮球少年的“启
蒙教材”。校园篮球的热血、激情燃烧的青
春吸引和激励着无数青少年走上球场。而

“篮板青春”的追梦之旅，就像是浓缩了数
卷漫画的现实写照。中国篮球少年所传递
的青春风貌，让人们看到了少年该有的天
然模样，感受到了积极向上、勇于挑战的
少年精神。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对于篮球
的追寻与热爱已然留在了今夏的赛场。不
久的将来，中国篮球的希望之星必将从今
日的篮球少年中诞生。

中国篮球少年上演现实版《灌篮高手》

篮板青春诠释年轻力量
立 风

“我们也可以靠团队取胜。”在赢下同日本能代工业高中的比赛
后，中国球员、篮板青春选手林彦廷感慨道，“事先我没有想到能够
赢下比赛，但我相信队友，我们团结一致、信心很足。”

19岁的林彦廷来自中国台湾。通过篮球真人秀节目《篮板青
春》，这名有着“台湾第一高中生”之称的小球员同9名来自不同学
校的高中生组成了“篮板青春队”。组队后第一次亮相，这支篮球新
军便在客场以80∶70击败了日本高中篮球传统强队能代工高，用汗
水和拼搏诠释了青春的热情与能量。

特鲁姆普问鼎斯诺克国锦赛

本报电（立风） 世界斯诺克国际锦标赛近
日于黑龙江大庆百湖影视会展中心落幕，在巅
峰对决中，世界第一特鲁姆普10∶3战胜肖恩·墨
菲获得冠军，这也是他在 2012年首届国锦赛之
后第二次夺冠。

今年是大庆第五年承办该赛事，该项赛事
是仅次于世锦赛、中国公开赛和英锦赛的奖金
排名第四高的赛事。今年的国锦赛首次将办赛
时间提前至8月初，这使得赛事一跃成为本赛季
第二站排名赛，参赛阵容非常强大——丁俊晖
领衔的中国军团共有13人出战；世界排名前16
的选手中，除了奥沙利文外悉数参赛，为观众
带来了高水平、具有极高观赏性的斯诺克赛事。

昆山四国赛中国男篮夺冠

据新华社电 2019昆山四国男篮邀请赛 8月
12日落幕，中国男篮在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中
以78∶72战胜波多黎各队，以3战全胜的成绩夺
得本次赛事的冠军。

继上场率队击败克罗地亚后，易建联本场
再次成为中国队得分王，拿下 22 分和 8 个篮
板，他在关键的第四节中独得 12分，宣告自己
已找回最佳状态。

中国主教练李楠表示：“阿联之前参加的对
抗训练也没几次，希望他能更熟悉球队的打
法，我们回去要总结这三场比赛出现的问题，
在世界杯前达到最佳状态。”

中国男排无缘直通东京奥运

本报电 国际排联官网消息，东京奥运会男
排资格赛第一阶段的比赛近日在全球多个城市
结束，包括里约奥运会冠军巴西队、亚军意大
利队在内的 6 支球队率先拿到了 2020 年东京奥
运会的入场券。

算上自动入围的东道主日本队，2020 年东
京奥运会男排比赛的 12 个参赛席位已经有 7 个
被预订，剩下的5张奥运门票将在明年1月的洲
际预选赛中产生。

11日晚在宁波北仑进行的F组比赛中，中国
队以2∶3负于阿根廷队，最终排名小组第三，未能
在第一时间进军东京。在明年 1月的亚洲区预选
赛中，中国队将再次向奥运资格发起冲击。

上图：参赛选手在注册中心同大熊猫玩偶合影。
左下图：成都黑豹突击队女特警申思在比赛中。
右下图：掰手腕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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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日球员在比赛中拼抢图为中日球员在比赛中拼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