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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开始，成都市民熟悉的新华公园将变得热闹非凡，有别于以往散步、遛鸟的人群，这次新华公园将
迎来一帮追赶潮流的年轻人，而且他们各个是“飞车高手”。

11月8日至12日，国际自盟（UCI）2017都市自行车赛将在成都市成华区新华公园举办。这是成都打造国
际赛事名城过程中迎来的又一项全新的国际赛事，惊险刺激的比赛将让成都市民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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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日 下 午 ，国 际 自 盟
（UCI）2017都市自行车赛明
星车手见面会在锦华万达广
场举行。活动邀请到世界顶级
选手凯瑟琳、肯尼、西蒙、肯内
斯以及里克参与。

这5位车手都是在世界范
围内获得荣誉的顶级车手，虽
然经历了长途旅行，但看起来
都精神饱满。其中，里克是世
界五强之一，荷兰混合赛冠
军，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
凯瑟琳则是到场的唯一一名
女将，今年28岁的她来自瑞
典，是2014年度世界冠军和世
界杯冠军，在2014、2015、2017
年三届欧洲杯上斩获冠军。

此次都市自行车赛，首次
整 合 小 轮 车 场 地 技 巧 赛
（BMX Freestyle）、山地车越
野淘汰赛（XCE）和山地车障
碍攀爬赛（Trials）3个项目，形
成全新的比赛模式。肯内斯认
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将
大力推动自行车运动的发展。

活动中，一些中国车手也
特意借此机会向明星车手“取
经”。当被问及如何长时间保
持良好的竞技状态，里克提出
了以下三点：有效健身、合理
饮食、规律作息，目的是为了
建立良好的身体机制，为各种

比赛夯实基础。
而当凯瑟琳被问到如何

保持完美的身材时，她说，除
了日复一日坚持锻炼外，注意
合理健康的饮食同样非常重
要。她同时指出，做一名女车
手需要付出更多，但好处是更
容易受到赞助商和活动主办
方的青睐。

室内见面会结束后，中外
明星车手齐聚万达广场中庭，
为成都市民带来了精彩绝伦
的自行车竞技表演。主持人邀
请了场外观众配合选手们展
示山地自行车技巧表演，里克
率先出场，自行车在躺在地上
的观众上方来回跳动，场边响
起一片欢呼声，如此高难度的
动作在里克的把控下进行得
游刃有余，可见其能力之强。
接下来，几位国际车手一一展
示技能，场外更是观众尖叫连
连，为他们喝彩。

相比技巧秀，更激动人心
的应该是中外车手的绝活
PK。国际车手表演自行车跳
跃长绳，高度不断递增；中国
车手也不甘示弱，台上台下肆
意跳跃游走，场上弥漫着欢快
的气氛。精彩纷呈的高难度动
作，让商场里的市民驻足，领
略这项运动的魅力。

虽然很多人对于都市自
行车比赛并不熟悉，但在成
都，一直都不缺乏这个项目的
爱好者。

今年30岁的温强，在成都
玩小轮车的选手中已经算是

“高龄”了。如今，他在红星路附
近开了一家刺青工作室，这是
他的工作；但在闲暇之余，他还
是会和朋友们一起玩车。

对于他来说，小轮车已经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高中接触小轮车
靠国外视频自学

高中时期，温强就是一个
喜爱新鲜事物的学生，一次在
学校里，他偶然间遇见一名骑
小轮车的同学。看了一会儿，温
强就被这项运动给迷住了。温
强把这名同学拦了下来，仔细
打听了这项运动，并决心开始
练习。最终，他成功说服父母，
花了几百元，给自己买了人生
第一辆小轮车。

“那会儿，成都有很多卖小
轮车的地方，我买车的那家店
就在猛追湾，那里经常会有年
轻人玩车。”随着水平的提高，
温强逐渐在这群人中崭露头
角。为了进一步提高技术，他只
有买外国选手的DVD来自学，
那些外国选手的动作让他惊
叹，很多动作都是他以前没有
见过的。

在小轮车这个有点冷门的
领域，温强“越陷越深”，他托朋
友弄来专业的杂志，学习所有
关于车和动作的知识，通过自
学，逐渐成为一名“专家”。从各

种极限运动精英赛，再到小轮
车自由式的比赛，温强都去参
加，他还获得过X-game亚洲
区选拔赛的第17名。

据温强介绍，小轮车和生
活中的自行车大有不同，主要
体现在尺寸（20寸）、材料以及
车架角度的不同。作为一名专
业车手，温强表示每天需要保
持5个小时左右的运动量，在饮
食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

本次国际自盟（UCI）2017
都市自行车赛由山地车障碍攀
爬赛、山地车越野淘汰赛和小
轮车场地技巧赛3个项目组成。
温强解释说：“简单来说，障碍
攀爬赛就是双脚不可落地，用
技巧和平衡，过各种不同类型
的人工或天然障碍物；越野淘
汰赛就是选手们在封闭赛道上
骑着山地车竞赛追逐，同时要
越过各种障碍物；小轮车场地
技巧赛需要选手在固定的场地
做动作，利用障碍物跳跃、平衡
和转体，对能力和技巧都有很
高的要求。”

兴奋UCI来到成都
从此不再发愁场地

对于温强这样资深的小轮
车玩家来说，车子都是自己组
装的，把套、车把、把立、碗组、
车架、前叉、曲柄、轴承、脚踏、
车圈、辐条、前后轴、外胎、内
胎、坐垫、坐管……一整套装备
需要几千元。

但对于他们来说，钱还不
是最发愁的问题，合适的场地
才是最难找的。“以前我们最喜
欢的地方是玉带桥，那里有很
多斜坡，适合玩小轮车，但现在
已经变了；红星路二号桥桥头
那儿也不错，很多车手喜欢去
那儿玩。”温强说，对于这些车
手来说，他们会在成都找寻一
切适合的场地，但专业场地却
不敢奢求。

此次国际自盟（UCI）2017
都市自行车赛落户成都，作为
承办地，新华公园为此次赛事
进行了改造。比赛结束后，山地
攀爬赛和小轮车技巧赛区域设
施，将作为青少年小轮车、滑
板、花式轮滑等爱好者的锻炼
场所；其余均为临时搭建区域，
赛事结束后将予以拆除，并按
原貌进行恢复。这意味着，成都
的小轮车爱好者们，从此将有
属于自己的一片“圣地”，这将
带动成都小轮车运动的发展。

对于这项赛事，温强非常
期待：“国际高水平赛事来到成
都，将让市民们真正了解到这
项运动的魅力，增加小轮车的
运动人口。如今小轮车也已经
成为了奥运项目，社会各界对
这项运动会更加重视。”

金温江半马下周开启
鱼凫奖牌引领新风尚

11月19日上午8时，2017金温
江半程马拉松将在西南财经大学
温江校区准时开跑。比赛设置了
半程马拉松、10公里个人赛，届时
将有来自全国各地1万余名选手
参赛。

温江作为古蜀国的发祥地之
一，本届金温江半马延伸形象和
奖牌均采用一只俯冲的鱼凫形
象，以硬朗的线条和俯冲身体的
形态，突出速度感和时尚感，将传
统与现代完美结合。历时3年沉淀
的金温江半马，受到广大跑友的
一致好评，并于今年获得中国田
协A类赛事认证。为了带给跑友
们全新的赛事体验，组委会推出
了全新的金温江鱼凫文化赛事
IP，并积极寻求创新与改变。

本届金温江半马定位于“专
业化的城市马拉松”，选手可乘坐
成都地铁四号线于万盛站下车，
直达赛事起终点西南财大温江校
区。赛道将跑过城市核心区域的
光华大道及沿线，最终跑回西南
财大校园内。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李宗伟搭档蔡赟上阵
这样的赛事你见过吗

打造国际赛事名城，又一项
高端赛事落户成都。亚洲羽毛球
精英巡回赛（创始赛）将于本月10
日至12日在青白江区文体中心开
战。届时，李宗伟、蔡赟、田儿贤
一、亨德拉、叶姵延等9位世界冠
军将亮相蓉城，而成都民间羽毛
球高手也将获得一次享受国际标
准参赛体验以及与世界冠军同场
竞技的机会。

亚洲羽毛球精英巡回赛是由
亚洲羽毛球联合会发起，联合中
奥广场管理集团打造的全新国际
顶级品牌赛事，邀请了李宗伟、蔡
赟、田儿贤一、亨德拉、叶姵延等9
名著名世界冠军参赛。该项赛事
除了从全球范围内邀请数名屡获
世界冠军的传奇球星参赛，还在
承办地同步开展草根羽毛球冠军
海选，业余冠军最终挥师巡回赛，
与世界冠军同场竞技，实现国际
顶级赛事与群众业余赛事的融合
连通。

本次比赛总奖金20万美元，
在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
双等传统项目基础上，精心定制
明星三对三、业余专业组对抗赛，
为业余冠军提供一个与世界冠军
同场竞技的学习交流机会。其中，
业余选手的优胜者，是通过11月5
日~9日在成都市举行的业余选
拔赛，从近千名羽毛球爱好者中
脱颖而出的，他们将在青白江挑
战世界冠军。

在11月2日上午进行的双打
抽签分组中，男双抽签结果为：王
睁茗搭档亨德拉、田儿贤一搭档
徐晨、蔡赟搭档李宗伟；混双抽签
则为：叶姵延搭档亨德拉、蒋燕皎
搭档徐晨、王仪涵搭档蔡赟。“作
为一名四川女婿，非常高兴能够
在成都青白江参加比赛”，蔡赟表
示，能在美丽的青白江与众多世
界冠军同场竞技，他会尽全力为
广大羽毛球运动爱好者奉献一场
高水平的比赛，更好地推动羽毛
球运动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
同时也很高兴有机会和成都的羽
毛球爱好者进行现场交流和互
动。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到新华公园
看年轻人“飞车”今日起

国际自盟（UCI）2017都市自行车赛11月8日~12日在成都举行

国际自盟（UCI）2017都市自行车赛由国际自行车联盟
（UCI）授权，成都市人民政府和万达集团主办，成都市体育局、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及万达体育集团承办，它既是全球规模
最大、难度最高、观赏性最强的都市运动赛事，也是专门为全球
青少年打造的都市自行车运动盛会。

为了给此项赛事造势，让更多成都市民了解都市自行车运
动，11月4日和7日，主办方在成都的街头和商场内，举行了两
场预热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从此不再
为场地发愁

成都
小轮车
高手

11月7日
锦华万达广场 明星车手亮相中外车手炫技

11月4日下午4时，国际自
盟（UCI）2017都市自行车赛
表演预热活动在成都市锦绣
天府塔339东广场拉开序幕。
动感的音乐，热辣的街舞表
演，当然最重头的还是小轮
车高手的炫技，让现场围观
的市民发出一阵阵惊呼。

活动伊始，5分钟的开场
舞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随后，唐佐、魏永京两名四川
年轻的小轮车高手，以及成
都车坛元老级人物温强陆续
登台。温强与其团队带来的
专业表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惊险刺激的跳跃、炫酷无
比的转体、恰到好处的平衡
……台下观众无不拍手叫

好，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
为了拉近观众与此次比

赛的距离，亲身感受都市自
行车的魅力，活动还设置了
两场互动环节——互动问答
和互动游戏。问答环节由20个
有关自行车运动的小问题组
成，观众们争先恐后地抢答；
游戏环节则为简易自行车障
碍赛，其中不仅有普通市民
参与，还有女子铁三专业运
动员加入，展现出爆棚的“男
友力”。

互动环节激发了观众们
的热情，由主办方提供的小
礼品也让观众们为之兴奋，
现场乐趣连连，惊喜不断。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11月4日
锦绣天府塔339东广场 本土车手上演小轮车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