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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获悉，“一带一路”成都国际乒乓
球公开赛总决赛将于5月24-26日在
青白江进行，是成都积极响应“一带一
路”倡议打造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国际体育赛事，是成都打造世界赛事
名城的重点赛事之一。

据悉，今年赛事在竞赛组织、队伍
水平等方面再提档升级，采用“4站分
站赛+总决赛+训练营”的形式。分站
赛已在邛崃、绵阳、贵州成功举办，第4
站分站赛即将在成都锦江区举办。4站
分站赛脱颖而出的24支队伍将与特邀
代表队参与总决赛公开组的角逐。总
决赛特邀组吸引了来自美国、法国、葡
萄牙、波兰等20余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与地区的代表队与国内知名代表
队同台竞技，世界冠军施拉格、世界亚
军朱世赫、欧洲冠军布拉什奇克，2019
年世乒赛双打亚军伊奥内斯库和罗
布莱斯，国内知名运动员张超、郝帅
以及世界排名前30的国内外部分运
动员将参与赛事。总决赛将于5月24
日至5月26日在成都市青白江区文体
中心举行，分为男子团体特邀组和混
合团体公开组两个组别。训练营将于
5月13日至5月25日、5月27日至6月10
日在中国乒协西部国际培训中心（市
乒校）举办。

今年8月成都将举办第18届世界
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10月将举办国
际乒联男子和女子世界杯，成都还正
在积极筹备2021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和2022年世界乒乓球团体
锦标赛，而就在昨天早上，成都还正式
获得了2025年世界运动会的举办权。
在成都打造世界赛事名城的重要时
期，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发展大格局，
展现新时代成都体育担当，高质量举
办的2019年“一带一路”成都国际乒乓
球公开赛，进一步满足了广大市民多
层次体育文化需求，激发了体育热情，
展示了乒乓魅力，提升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与地区体育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紧密度，促进了竞技体育、全民健
身、体育产业等方面协调融合发展，为
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建设和美
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贡献了力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熟悉不过的拔河，也是世界
运动会的比赛项目。是的，你没看错，就是拔河，就是
你读书时在学校，工作时在单位，只要搞运动会就一
定会有的拔河……2017年在波兰举行的第十届世界
运动会，首次代表中国出征的鞍钢女子拔河队，获得
540公斤级亚军，实现中国在该项目上世界运动会奖
牌零的突破。自诩力大无穷的你们，是不是有兴趣去
参加呢？

此外，还有水上救生比赛、定向越野 、古柔术、飞
盘、蹼泳、台球、法式滚球、保龄球、原野射箭、浮士德球
（拳球）、轻艇水球、合球、曲棍球、沙滩手球、壁球、地
板球这一大批你参与或者没参与过，甚至听都没听说
过的项目，都是世界运动会的比赛项目。而表演项目
中，更是有踢拳、划船器、沙地摩托车这些你们在健身
房，或者海边度假时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真的是既接
地气，又能让人眼界大开。

2025年，我们能在家门口看这个世界上“最有趣”
的运动会，想一想，也真是充满期待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本报资料图片

第一届世界运动会于1981年在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市举行。中
国代表团参加了羽毛球项目的比赛，
结果在5个小项中获得4个冠军：男子
单打陈昌杰；女子单打张爱玲；男子双
打孙志安、姚喜明；女子双打张爱玲、
刘霞。

第二届世界运动会于1985年在英
国伦敦举行。

第三届世界运动会于1989年在联
邦德国卡尔斯鲁厄举行。

第四届世界运动会于1993年在荷
兰海牙举行。二至四届每届的比赛项
目数略有增减，并不固定，举办过的比
赛项目还包括沙滩排球、野外射箭、蹼
泳、考夫球、救生、桑勃摔跤、技巧、铁
人三项等。

第五届世界运动会于1997年在芬
兰体育名城拉赫蒂举行。国际奥委会
主席萨马兰奇和世界运动会联合会主
席罗恩·弗罗利克出席了开幕式。中国
运动员在女子举重、蹼泳、技巧、保龄
球和跳伞5个项目中获得19枚金牌、12
枚银牌和7枚铜牌，排名第二。中国运
动员在本届运动会上打破了3项女子
举重世界纪录。

第六届世界运动会于2001年在日
本的秋田举行。

第七届世界运动会于2005年在德
国的波特洛普举行。在此次世运会上，
中国选手林沛渠、曹新丽和梁月云全
部晋级决赛，其中林沛渠获得男子70
公斤级的第五名、梁月云获得女子52
公斤级以上第4名、曹新丽则获得了女
子52公斤级季军。中国健美队取得有
史以来的最佳战绩，实现了中国健美
在国际最高水平大赛中新的突破。

第八届世界运动会于2009年在中
国台湾省高雄市举办。中国队共获得
14枚金牌、10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金
牌榜上列第三位。

第九届世界运动会于2013年在哥
伦比亚卡利举办，中国队共获得14枚
金牌、6枚银牌和两枚铜牌，位列奖牌
榜第五。

第十届世界运动会于2017年在波
兰西南部城市乐斯拉夫开幕。中国代
表团共有136名运动员和官员参加此
次比赛，参赛项目包括蹼泳、健美操、
台球等12个大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原来，这么

日本餐馆
数量稳占鳌头

美团点评数据显示，沈阳喜欢韩国
菜，成都、重庆更偏好日本菜。在成都，日
本菜的门店数量占整体亚洲菜（不含中
餐）的56%。从浏览量来看，日本菜、泰国
菜、韩国菜名列前三甲。但从浏览量的增
长来看，越南菜、新加坡菜、马来西亚菜则
名列前茅。此外，印度菜、中东菜、土耳其
菜等小众亚洲菜系也广受关注。

具体到菜品，口味独特的成都人，也
与全国整体的偏好有所不同，以日本菜为
例，全国人民最爱的是三文鱼刺身，成都
人民则最爱海胆。韩国菜来看，全国人民
最爱五花肉，成都人民则最爱锅盖烤肉。

2018年，成都火锅消费占有绝对领先
的地位，在线消费订单量占比达40.9%。

“流水的网红餐厅，铁打的火锅串串”，无
论外来菜系怎么冲击，成都人对火锅的执
着程度依然不减。不过，热爱美食的成都
人，对火锅的钟情可不局限于本土火锅。
美团点评的亚洲美食消费数据显示，在众
多的亚洲美食中，泰式火锅的关注度仅次
于日本料理和韩国料理这两个超级大品
类，位列第三。

“黑珍珠”“必吃榜”
受消费者青睐

大德会席（远洋太古里店）、集渔·泰
式海鲜火锅（科华店）、朴田泰式海鲜火锅
（丝竹路店）、Tokyo Beef Dining（伊势丹
店）、吉盏、来了寿司（双楠2店）、泰色天香
等曾上榜美团点评“黑珍珠餐厅指南”和

“大众点评必吃榜”的亚洲餐厅，受到消费
者青睐。

事实上，中国传统美食也在与各国的
文化交流中得到进化发展。以最能代表川
菜的麻婆豆腐为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美

食。一道麻婆豆腐，其食材就包括了原产
中国的豆腐和花椒，以及分别从中南美及
中亚传入中国的辣椒和蚕豆，在对外交流
中又成为了日本流行的国民料理。中国美
食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世界各地的食材
与技法，形成了现代中餐，并在对外交流
中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

越南料理老板
“这里最适宜美食产业发展”

几年前，谌晓波还是海南一家轻食店
的老板，但成都的餐饮市场显然更吸引
他。2017年，谌晓波在成都创立禧越·越南
料理，穿梭在火锅、串串这样的本地美食
间，这家越南餐厅的生意却越做越好。

这并没有令谌晓波感到意外。实际
上，这位新晋的越南餐厅老板本就是成都
人，他的观点是，成都人本就自带“美食基
因”，而这种基因并非狭义，除了火锅和串
串，成都人的口味更具多元性，能够包容

更多品类的食物。
牛排、意面等西餐，以及寿司、刺身等

日料是最佳的证明。谌晓波注意到，东南
亚的食物本就更贴近中国人的口味。尤其
是，越南一直以来居住着众多华侨，其亦
影响着当地食物的制作方式和口味。“而
目前来看，成都东南亚餐厅店中，越南菜
店数量并不多，背后的市场不容小觑。”

过去一年间，禧越·越南料理180平米
店面的月度销售额曾最高达到70余万。根
据每份菜30-40元的平均价格，该店每个
月将销售20000余份菜品。蓬勃的市场也
倒逼企业竞争。谌晓波透露，菜品研发团
队每年还去本地寻找更地道的美食。该店
研发总监表示，去年该店曾在一家越南小
店寻觅到一款美食，此后花了5000余元人
民币向店主购买了这份菜品的“秘方”。

“成都餐饮市场还在扩大。”谌晓波
说，比起其他城市，这里显然是最适宜美
食产业发展的城市之一。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本报资料图片

好耍

国际综合性运动会往往都是紧张而激烈的，比如
奥运会，比如亚运会，运动员们在赛场上为了冠军而
针锋相对，充满着热血和激情。

那么，有没有既激烈竞争又趣味十足的综合性运
动会呢？答案是肯定的，将于2025年在成都举办的第
12届世界运动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赛。

相比起已经百年历史的奥运会来说，创办于1981
年的世界运动会（World Games）历史不算悠久，但作
为国际世界运动会联合会主办的一项国际性体育盛
会，是非奥项目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从1981年
首次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以来，每4年举行一次，
每届于奥运会次年举行，会期11天。截至目前共举办
了十届，第一到第十届分别在美国圣克拉拉市、英国
伦敦、德国卡尔斯鲁厄、荷兰海牙、芬兰拉赫蒂、日本
秋田、德国波特洛普、中国台湾高雄、哥伦比亚卡利和
波兰的乐斯拉夫举行，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将于2021
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举行。

世界运动会竞赛项目多以非奥运会项目为主，设
置比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种，而且相比奥运会，世界
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在紧张激烈上丝毫不逊色，而在有
趣和轻松性上，还要更胜一筹，让人眼界大开。

比如航空跳伞这个项目，比赛舞台就离开了地面
和水面，来到了天空中。从第五届起，航空跳伞就是世
运会比赛项目，一般包括了定点跳伞、造型跳伞和空
中自由式、空中特技、伞衣飞行跳伞。再比如将在2021
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世界运动会上设立的无
人机比赛项目，无人机障碍赛是近年来兴起的时髦运
动项目，以高科技、极富视觉效果等特色，吸引了全世
界大量年轻人的喜爱。

拔河 是的，你没看错，就是拔河

跳伞 离开地面和水面的运动

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之前，我们先来聊聊亚洲美食在成都——

成都亚洲餐厅 5年增长8.3倍

成都申办成功的世界运动会
无人机障碍赛是近年来兴起的时髦运动

项目，以高科技、极富视觉效果等特色，吸引
了全世界大量年轻人的喜爱。

从第五届起，航空跳伞就是世运会比赛
项目，一般包括了定点跳伞、造型跳伞和空中
自由式、空中特技、伞衣飞行跳伞。

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熟悉不过的拔河，也
是世界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就是你读书时在
学校，工作时在单位，只要搞运动会就一定会
有的拔河……

跳伞跳伞，，无人机无人机，，拔河…拔河… 前十届世界运动会大盘点

中国首届
就得了4个冠军

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配套活动——成都熊
猫亚洲美食节即将正式拉开帷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商务局获悉，
名厨荟、“黑珍珠主厨俱乐部”启动仪式暨高峰论坛、
亚洲火锅节、亚洲美食节全域狂欢等活动，将在成都
拉开一场亚洲国家间美食与文化的饕餮之旅。

国际范/
“黑珍珠主厨俱乐部”成都首启

作为国际性活动，米其林星厨、亚洲美食之都的
代表厨师、黑珍珠餐厅主厨、慢食全球厨师长联盟、全
国各大菜系代表名厨和相关协会代表，将通过美食文
化互鉴、烹饪技法交流、特色美食展示等方式，充分展
示亚洲各国各地区的美食与文化。

除了国际大厨，资深美食文化人们也在成都现场
“论”菜。资深美食文化人黄珂、国际名厨江振诚、川菜
烹饪大师兰明路、葡萄酒侍酒大师吕杨等重量级嘉宾
将参加“黑珍珠主厨俱乐部”启动仪式暨高峰论坛，深
入探讨天府饮食文化、精致餐饮发展现状、餐饮可持
续发展等多个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会上，拟由成都市商务局与美团点
评签订助推国际美食之都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
同弘扬天府饮食文化，助力打造成都“国际范”影响力。

接地气/
亚洲火锅节、寻找“成都辣王”

上有权威发声、下有民众参与。记者获悉，包含火
锅食材用品展、火锅产业大会高峰论坛、金火奖颁奖
盛典及火锅创意市集四大子活动的亚洲火锅节，将从
5月15日持续到22日。届时，在火锅创意市集的现场，
为了满足各种不同嗜辣爱好者，汇集了各类超级辣
椒。还特别举办“成都辣椒大赛”，寻找“成都辣王”。

在为期8天的全域狂欢活动中，成都还将发动全
市上千家门店、11个美食聚集区举行“亚洲美食拔草
节”全城美食狂欢，开展系列餐饮体验及现场打卡等
活动。市民和游客可以通过设置在美食集聚区的打卡
点，参与游戏互动，赢取霸王餐、电影票、饮料、演出门
票等吃喝玩乐的权益。此外，活动将与美团、大众点
评、口碑、饿了么等餐饮服务互联网平台充分联动，结
合线下实体消费门店，送出系列定制福利、折扣优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美食节对于城市并不陌生美食节对于城市并不陌生，，而真正将其作为城市标签的反而数量不多而真正将其作为城市标签的反而数量不多。。
美食不仅是饱腹的物质追求美食不仅是饱腹的物质追求，，更反映了一座城市的生活美学更反映了一座城市的生活美学。。

就在下周就在下周，，成都将迎来成都将迎来““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至少从名字来看至少从名字来看，，川菜川菜
不是这场美食节的唯一不是这场美食节的唯一，，亚洲甚至世界美食都将汇聚在这座亚洲甚至世界美食都将汇聚在这座““美食之都美食之都”。”。当当
然然，，美食之都的市民更懂得如何品尝美味美食之都的市民更懂得如何品尝美味，，55月月99日日，，美团点评披露了一组亚美团点评披露了一组亚
洲美食在成都的数据洲美食在成都的数据，，其中显示其中显示：：从从20142014年末至年末至20182018年末年末，，成都的亚洲餐厅成都的亚洲餐厅
数量增长了数量增长了88..33倍倍，，亚洲餐厅的日均访问年度次数增长率位列第四亚洲餐厅的日均访问年度次数增长率位列第四。。

无论高速增长的门店数量无论高速增长的门店数量，，还是访问热度的增长还是访问热度的增长，，背后都是成都人民对背后都是成都人民对
于多元化亚洲美食探索的渴求于多元化亚洲美食探索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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