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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才接触排球
30岁圆了大学梦

王宇可从小就热爱体育，在成都五中
读初中时，他是班上的篮球队长；高中考
上了成都四中，学校成立排球队，由于身
高较高被选中。虽然直到17岁才开始接触
排球这项运动，但让他想不到的是，接下
来的50多年里，这项运动一直陪伴着他。

排球是成都七中的传统优势项目，但
半路出家的王宇可带领四中一路杀进了
决赛。决赛中，他们一度 2 比 0 领先，最终
却遭遇逆转，以2：3屈居亚军。说起那场比
赛，王宇可至今仍然感到遗憾不已。

除了体育方面很强外，王宇可的文化
成绩也非常优秀，原本打算报考清华或者
哈工大。但就在他准备考大学时，高考却
取消了，王宇可来到了当时位于盐市口的
一家服装厂工作。繁忙的工作影响了打球
的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伤病的影
响，从1973年开始，王宇可逐渐将重心从
打排球转到当排球裁判，这却让他以另外
一种身份体会到排球的快乐。

王宇可的命运，在 1977 年发生了转
变。这一年，高考恢复，30岁的王宇可毅然
报考。他考上了成都师范学校高师班，圆
了自己的大学梦。1978 年，王宇可的学校
被并入成都大学，他也成为了成都大学最
早的一届学生。

大学考取国家级裁判员
专业却是中国古代汉语

大学期间，王宇可已经立志要成为一
名专业裁判。1980 年，当时的国家体委开
了一个国家级排球裁判培训班，王宇可前
往北京学习并参加了考试，最终以笔试第
一名、实践考试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国家
级裁判。但他的成绩却遭到了一些质疑。

当时，国内几乎没有持证上岗的专业
排球裁判。成绩公布后，有人到国家体委
告状，质疑王宇可的成绩，理由是他的父
亲在四川省体育局工作，怀疑他借用了父
亲的关系。此事立刻引起了当时国家体委
排管中心一位领导的重视，“他（这位领
导）当时也想看看，（我）这个考生是不是
真的是关系户。”王宇可回忆说，在领导的
格外“关心”下，他不得不公开展示自己的
排球执法水平，最终用过硬的专业表现证
明了自己，也打消了外界的质疑。

大学毕业后，王宇可选择了留校任
教，而他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排球是
我的爱好，但古代文学是我的专业，也是
我一辈子钻研的事情”，王宇可说。

退休后，王宇可又接受了另外一所学
校的返聘，“闲下来身体到处不舒服，我还
是喜欢工作的状态。”直到去年，已经69岁
的王宇可才真正退休，但即便这样，他的
裁判工作都还没有结束。

44年执法数千场比赛
见证中国女排几度辉煌

从留校到退休，王宇可的生活一直在
大学老师和排球裁判之间切换。为了不影
响正常教学，王老师和学校领导商量决
定，一学期只外出执法一次比赛，因此他
大量的裁判工作都集中在寒暑假期间。

“这些年，因为吹比赛，走遍了大江南
北，一路看着中国女排跌入低谷又重塑辉
煌，也和很多运动员、教练员成了朋友。”
1993年6月，世界女排精英赛在四川绵阳
进行，王宇可至今保留着他当时与郎平的
合影。

44年来，从国际比赛到成都中小学生
比赛，都能看到王宇可的身影，“干这个工
作就是因为热爱，坚持到现在已经变成了
一种习惯。”据他自己统计，从第一次当裁
判到现在，他已经吹过不下3000场比赛。

除了自己执法比赛外，王宇可还培养
了许多优秀的年轻裁判。西南交大的刘江
老师，是排球界无人不知的“刘国际”——
从北京奥运会排球揭幕战，到去年的里约
奥运会，这位国际级排球裁判是中国排球
的骄傲之一。而与王宇可相比，刘江只能
算是学生。从刘江来到四川后，两人就有
许多交流，王宇可用自己多年的经验给年
轻人帮助。

此次王宇可参评“我爱成都·未名体

育人士”，是由成都市排球协会推荐的。在
55岁挂哨后，王老师仍然在成都的各类排
球场上贡献自己的余热，直到今年，他都
还在给成都市排球协会举办的气排球比
赛客串裁判。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今年3月，上千名成都市民齐聚金堂国家登山健身
步道，拉开了“运动成都”成都市第四届“安利·纽崔莱”
全民健身运动会的序幕；下个月，闭幕式将在青白江区
文体中心举行，届时将对各参赛队和运动员进行表彰。
而由成都商报与成都市体育局共同主办的“我爱成都·
未名体育人士”评选活动，也将在闭幕式期间颁奖。

往年的全民健身运动会，总决赛都在8月8日这一
天举行，整个赛程相对较短；而今年的全民健身运动会，
考虑到各个项目的季节特性，为了让市民更好地参与进
来，从3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其中，从3月到9月，
所有项目的预赛和复赛分别举行；而在决赛月中，各项
目将进行总决赛的较量。

今年的全民健身运动会，除了传统项目、奥运项目
外，还增设了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特色项目。比如，赛
事组委会紧跟潮流，不仅新加入了电竞、益智运动等更
多适合年轻人的项目，还首次引进了冰雪项目。随着北
京申冬奥成功，冰雪项目受到国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将
冰雪项目纳入全民健身运动会也符合老百姓的需求。

目前，成都许多商业综合体内都有真冰场，前往锻
炼的市民不少；而从地理位置上看，大邑县的西岭雪山
位于成都境内，可以说成都开展冰雪项目条件上是具备
的。此次全民健身运动会从3月持续到11月，就是综合
考虑了各项目适宜的地理环境、温度、气候等因素。10月
29日，“运动成都”成都市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爱冰
雪·爱运动迎冬奥冰上趣味比赛在环球中心举行，成人
组和少年组的200名运动员身着专业比赛服，进行了趣
味对抗比赛。

全民健身的内涵非常丰富，除了一些竞技类的体育
项目外，益智类的运动也应该包含进来，像飞叠杯、魔
方、航模等项目，已经出现在今年的全民健身运动会上。
比如，今年8月8日的全民健身活动日上，射箭、桌上冰
壶等诸多趣味项目的亮相，让市民耳目一新。

据了解，在此次“运动成都”成都市第四届“安利·纽
崔莱”全民健身运动会闭幕式期间，将进行拔河、平板支
撑、广场健身操等项目的总决赛。与纯竞技的运动会相
比，这样的运动会更便于普通市民参与，也更加贴近老
百姓的生活。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10月29日，历时6个月的2017蓝光观
岭·太平洋联盟杯第七届四川业余高尔夫
联赛，在蓝光·观岭球会圆满落下帷幕！观
岭球会总经理、四川业余高尔夫联赛创始
人龚德云先生，太平洋联盟执行副总裁张
强先生，四川国际高尔夫球会总经理胡延
凯先生，成都保利高尔夫球会总经理马丹
先生，四川乾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军委先生，以及2017四川业余联赛各球
队队长、球员出席了总决赛颁奖仪式。

经过长达半年的角逐，最终“撼路者·
FGA”队战胜超级强队“欧亚四川新阵地”
队，勇破四川业余联赛“魔咒”，成为首支
夺得两届四川业余联赛冠军的球队，捧起
了象征最高荣誉的金色奖杯。“观岭·鹰之
队”获得季军，大理苍海高尔夫国际社区
※交大校友队、大陆搏鹰队、图明堂19区
高尔夫俱乐部、创意蓝鹰高尔夫球队，分
获第四、五、六、七名。

而在总决赛开始前，2017 蓝光观岭·

太平洋联盟杯第七届四川业余高尔夫联
赛组委会还发起了“为最喜爱的联赛球员
投票”活动。据统计，截止赛事结束，累计
投票数超100万票，访问量达471.6万次，
平均每天超 67 万次之多！投票源遍布全
球，甚至还有来自加拿大、美国等地的投
票，这也显示了此项赛事的影响力和关注
度。据了解，太平洋联盟已连续两届为四
川业余高尔夫联赛提供冠名赞助，为推动
四川省业余高尔夫运动的健康发展起到
了积极作用。

此次获得冠军的撼路者·FGA队成立
于2002年12月18日，是成都高尔夫球界
成立最早的球队之一，聚集了众多成都当
地颇有影响的社会菁英。经过近15年风雨
历程，球会组织架构、治理结构得到了充
分发展和极大完善。“鼎力参与联赛，关爱
全体会员”是近两年FGA球会积极参与四
川业余联赛和长期关爱全体队员之间的
一种平衡策略。FGA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成绩斐然，有目共睹。就像他们的口号：
“以球会友，天长地久”。

观岭球会多年来创办、承办了多项重
要的高尔夫赛事，覆盖职业、业余、青少
年，在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拥有较大的影响
力。作为以上赛事中最重要的一项，四川
业余高尔夫球联赛创办于2011年，此前已
成功举办 6 届，是四川最具影响力、最权
威、最规范、级别最高的业余高尔夫赛事。

今年 4 月 12 日，2017 蓝光观岭·太平
洋联盟杯第七届四川业余高尔夫联赛正
式开启，10支球队从这里开始，为最终的
冠军头衔展开历时半年的争夺。而从2011
年创办至今，四川业余高尔夫联赛已经成
功举办七届，成为四川业余高尔夫球界的
一张名片。

一项业余高尔夫赛事，坚持七年，并
且不断创新，保持活力，非常不容易，也
给全国业余高尔夫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
财富。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半年激战“七”势如虹
第七届四川业余高尔夫联赛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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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个月，“运动成都”成都市第四届“安利·纽崔莱”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将在青白江区文体中心举行，届
时将对各参赛队和运动员进行表彰。而由成都商报与成都市体育局共同主办的“我爱成都·未名体育人士”评
选活动，也将在闭幕式期间颁奖。

目前，“我爱成都·未名体育人士”评选活动的自荐与推荐已经进入最后一周，相关通道将于本周日晚24时
正式关闭。今天，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位被成都市排球协会推荐的排球裁判员——

主办方：
成都市体育局、成都商报社

报名时间：
2017年1月10日至11月

报名对象：
●成都体育的基层工作者和参与者，比如默默奉献

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热爱运动并起到良好示范作用的普
通市民、成都重大体育活动及赛事的志愿者等；

评选方式：
●根据收集到的报名信息，先由网络投票选出50人

候选名单，最后由专家评审团投票选出10名“未名体育
人士”当选者；

报名方式：
●a.关注“成都运动家”微信号，在对话框进行推荐；
●b.邮箱：514804493@qq.com；

推荐注意事项：
●a.需填写推荐人相关信息，包括姓名、电话；
●b.简要填写被推荐人的相关事迹。

评选活动细则
“我爱成都·未名体育人士”

4444年年,,30003000多场比赛多场比赛,,
从国际大赛到小学生比赛从国际大赛到小学生比赛
大学中文老师跨界排球裁判

“我爱成都·未名体育人士”活动推荐与自荐本周日截止

全民健身运动会
下月举行闭幕式

“我爱成都·未名体育人士”评选活动
将在闭幕式期间进行颁奖

从柜子里翻出一
本老相册，70岁的王
宇可老师轻轻擦拭，小
心地翻开。去年才正式
离开讲台的他因为膝
盖的旧伤，走路有点蹒
跚，但身体依然硬朗。
翻开相册，里面有他与
郎平等中国女排名将
的合影，也有他到全国
各地执法比赛的留影，
相册旁边是他的裁判
证，记录着一些他执法
的重要比赛：

“1993年6月，
四川绵阳，世界女排
精英赛”；

“1994 年 8 月
30日，广西北海，全
国沙滩排球总决赛”；

“1993年 10月
15日，辽宁开原，全
国 青 年 排 球 联
赛”……

这些，构成了王
宇可44年的排球裁
判记忆。

成都市排球协会在
推荐王宇可老师的时候
写道：

““王宇可曾先后在世王宇可曾先后在世
界女排锦标赛界女排锦标赛、、世界女排世界女排
四强赛四强赛、、全运会全运会、、城运会城运会
等赛事中担任裁判工作等赛事中担任裁判工作。。
他凭着对排球运动的热他凭着对排球运动的热
忱忱，，上百次担任成都市各上百次担任成都市各
级各类排球比赛的裁判级各类排球比赛的裁判
长长，，同时将其毕生经验传同时将其毕生经验传
授给后生晚辈授给后生晚辈，，为基层排为基层排
球运动的开展出谋划策球运动的开展出谋划策，，
为成都市排球事业的发为成都市排球事业的发
展鞠躬尽瘁展鞠躬尽瘁，，至今还奉献至今还奉献
于我市的排球事业于我市的排球事业。”。”

获得冠军的“撼路者·FGA”队

1993年6月，王宇可在世界女排精英赛期间与郎平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