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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去年相比，今年UCI
都市自行车世锦赛最大的
不同就是，将出现中国队选
手的身影。据了解，UCI此
次向中国选手开放外卡，若
干名中国队选手得以参赛。
同时，借比赛在成都连续举
办的契机，中国自行车运动
协会计划开展小轮车裁判
的系统培训。可以说，此次
比赛将为中国小轮车运动
发展提供一个绝佳的平台。

此次前来成都参赛的
中国队选手中，赵旋在圈内
早有名气。赛前，赵旋接受
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的
专访，对于此次比赛，他表
示并没有给自己太大的压
力，希望能够在成都将自己
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尽情
享受这场顶级赛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今年是中国队第一次组队
参加这项赛事，你觉得对于
你们来说意味这什么？

赵旋：这是我第一次参
加UCI的比赛，我没有想过
是不是代表中国队参赛，因
为这样会压力特别大。我只
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
现出来，尽情享受这场顶级
的赛事。我觉得中国选手需
要多和国外的车手交流，多
参加国际赛事，所以这是一
次非常棒的机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BMX将成为奥运项目，你
觉得这会有什么影响？

赵旋：BMX成为奥运
会项目，我觉得是一个两面
性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

这项运动会发展得越来越
好；但这也可能把这项很街
头的运动，带进体育馆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你在攀爬自行车赛上获得
过大大小小很多冠军，你认
为这项运动最大的魅力和
难点在什么地方？

赵旋：我从2008年开始
参加国内的比赛，几乎我参
加的比赛都拿了冠军。现在
自己以参加国际赛事为主，
我想去更高水平的赛事，和
世界最好的选手较量。这项
运动给我最大的乐趣就是
不断挑战自我的极限。只是
它非常的艰难，特别是训练
非常枯燥。也许正是这样，
反而让我更加痴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小轮车这项运动目前的赛
事很多，赛事奖金如何？

赵旋：攀爬自行车的比
赛奖金都很少，全世界最高
的应该就算这次在成都的
UCI世锦赛了，单项奖金达
到1万英镑。希望以后的比
赛都会多一些奖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国内目前了解这项运动的
人很少，作为业内高手，你
觉得怎样才能更好地推广
这项运动？

赵旋：正确的推广，攀
爬自行车运动才能有更好
地发展。我觉得多一些专业
的比赛，提升运动员的自身
水准，对于推广这项运动非
常重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李博

去年7月，李伯清率领四川
皇家贝里斯足球俱乐部（以下
简称“皇贝”）赴泰国访问，挑战
亚冠常客蒙通联俱乐部的青年
队，拉开了皇贝跨国交流活动的
序幕。此后，他们又相继与土耳
其、克罗地亚的俱乐部，就足球
青训进行了交流。

记者近日获悉，受乌拉圭拉
瓦耶哈省省长培尼亚邀请，皇贝
俱乐部足球交流团日前飞赴乌
拉圭，进行跨国足球交流活动。
交流活动期间，他们受到了培尼
亚省长及相关官员的接见。

皇贝赴乌拉圭交流
感慨“足球是乌拉圭的生活”

10月22日，受乌拉圭拉瓦耶
哈省省长培尼亚邀请，由四川皇
家贝里斯足球俱乐部总经理付
立达及青训教练组成的足球交

流团飞往乌拉圭。
据了解，在一个月的时间

里，皇贝足球交流团将在俱乐部
运营、青训教学、足球场馆建设
与经营、校园租期文化培养等多
个领域，向乌拉圭的足球俱乐部
学习。这是继泰国、土耳其和克
罗地亚之后，皇贝第四次跨国足
球交流活动。

四川省和拉瓦耶哈省都十
分重视足球发展，双方在足球领
域已有多次交流。去年，拉瓦耶
哈U15代表队受邀参加眉山“瓦
屋山杯”国际友城青少年足球邀
请赛，并获得冠军；而在今年5月
份，培尼亚省长访问四川期间，
曾特地参观了皇贝足球俱乐部，
并收藏了获赠的皇贝球衣。

目前，皇贝足球交流团已在
乌拉圭经过了10多天的访问及
培训。谈及这段时间的感受，付
立达坦言：“足球是这个国家的

生活，是这个国家的精神支柱。
这里每天都有足球比赛，这里到
处都是足球场，到处都是踢球的
孩子。虽然乌拉圭的一些训练条
件比中国差很多，但乌拉圭足球
教练的素质和能力，是相当优异
和权威的。”

付立达举了个例子，在乌拉
圭取得足球教练资格证，至少需
要四年的时间，每一年都有不同
的课程和不同的考试，最后考试
通过，才可以成为一名青训教
练。跟中国一些培训两周就可以
拿到证书的足球教练相比，他们
这里的教练要专业很多。

拉瓦耶哈省省长接见
希望升华两省足球交流合作

对于皇贝足球交流团的到
来，拉瓦耶哈省也是充满期待。
北京时间10月31日，拉瓦耶哈省

省长培尼亚及相关官员在市政
大厅接见了皇贝足球交流团。

据四川政府网消息，今年5
月12日，四川省与乌拉圭拉瓦耶
哈省在成都签署友好合作关系
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双方将
积极推动两省政府高层互访，同
时在经济、贸易、农业、畜牧业、
食品加工、教育以及其他共同感
兴趣的多个领域加强合作。

作为四川省和乌拉圭拉瓦
耶哈省签署友好合作关系谅解
备忘录后，双方首次民间领域的
交流往来，培尼亚表达了对皇贝
足球交流团的热烈欢迎。

培尼亚表示：“希望通过皇
贝足球俱乐部代表团在乌拉圭
进行的足球培训，能够升华两省
之间的足球交流与合作，以足球
为媒，实现经济、文化领域的全
面往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博

尽管位于成都中心城区，但成华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
件，以举办车迷健身节的北湖生态公园为例，12万亩的绿色生
态区域正在建设当中，未来这里将打造成一个给市民健身放松
的休闲区域，除可以开展自行车比赛之外，还将成为大家运动、
健身、旅游的好去处。

除天然湖泊北湖湿地绿道外，成华区还拥有成都大熊猫
研究繁育基地、东郊文化创意集聚区等独有资源，而这些也都
是成华区举办赛事的场所。其目的显而易见，将体育发展为

“体育+”，将体育的功能复合化，形成“体育+文化+旅游”的集
群效应。

以体育为抓手，结合文化、旅游资源，成华区希望找到一个
很好的结合点，让体育赛事与全民健身相互促进，同时融入成
华区特有的都市熊猫文化、东郊记忆的工业文化、北湖绿道的
绿道旅游业等，形成成华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未来，成华将继续以体育赛事搭建平台，将区域绿道建设
纳入天府绿道的整体规划建设中考量，依托绿道体系的优势资
源和理念，进一步发展适合骑行、徒步等活动，引领运动休闲产
业的新潮流。同时，仍将紧紧依托赛事活动，不断完善绿道等重
点区域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城市形象和水平，打造“文
旅成华”品牌，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博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受邀赴乌拉圭交流 李伯清的皇贝俱乐部又搞事情

小轮车转动大平台
优质体育赛事
滋养文旅成华

11月7日－11日，世界最高级别
的都市自行车运动赛事——2018UCI
都市自行车世锦赛在成都市成华区新
华公园内燃气战火，这也是该项赛事
第二次来到成都。比赛期间，成都市民
可以免费观赛，在家门口近距离观赏
世界顶级自行车选手的精彩表演。

作为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中一
项重要赛事，UCI都市自行车世锦赛
连续两年落户成华区，为“文化+体育+
旅游”融合发展，打造“文旅成华、中优
典范”提供了要素支撑和文化滋养。

专访
山地自行车障碍攀爬赛

国内顶尖选手
“最大的乐趣源于挑战自我极限”

去年，通过与UCI合作的万达集
团和成都市政府牵线，成华区积极争
取到了UCI都市自行车赛落地成华。
这项世界级的户外运动赛事，将连续
三年在成华区举行，比赛地点放在中
心城区的新华公园，为广大市民观赛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去年比赛的成功举办，受到UCI
官员、运动员及市民的一致好评。成
华区文化广电新闻旅游体育局负责
人当时表示：“本次赛事展示了成华
区时尚现代的都市风貌，都市中心的
熊猫家园，让世界了解成华。同时也
为扩大城市影响力，提升城市知名度
做出贡献。”

文化、体育和旅游融合发展，已
成为我国“文化+”战略和体育产业发
展的一大趋势。去年UCI都市自行车
赛吸引了28个国家和地区的52支代
表队，近500名世界顶级选手及其团

队来到成都参赛、旅游，10家国际体
育频道在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对赛
事进行了直播或录播，国内外100多
家媒体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极大
提升了成都的国际知名度与美誉
度，并向世界打开了一扇深入认识
成华的窗口。

如今，成华区举办的体育赛事越
来越多地与天府绿道相结合，让前来
参赛的外地选手更好地了解成华。成
华区天府绿道以“文旅成华，乐活绿
廊”为基本理念，以生态优先、特色突
出、产业串联、舒适便捷、安全规范、
低碳节约为原则，是安全、便捷、舒
适、高品质的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多
年来，成华区不断努力，将绿道健身、
风景旅游、文化推广融为一体，让市
民“慢下脚步、静下心来、亲近自然、
享受生活”，打造成华“文化+体育+旅
游”国际新名片。

体育搭台旅游唱戏 文商体旅融合发展

为助推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
成华区近年来精心策划、举办了多场
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以及市民喜闻
乐见的群众体育活动，以赛事搭台，
提升市民幸福度之余，也吸引了来自
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关注的目光。

去年，成华区举办了UCI都市自
行车赛、中国家庭自行车健康营创始
站、中国围棋甲级联赛、2017年中国
三对三篮球联赛·西部大区赛、街头
篮球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成都轮滑锦
标赛等一系列赛事，其中一些赛事甚
至已经在成华区生根，连续举办多
年，影响力日益增长。高水平的赛事
为成华区提升了知名度与美誉度，也
为成都市民带来了近距离观看高水
平赛事的机会。

而在参与性方面，成华区更是积
极推进群众体育活动。以2017年为
例，成华区文旅体局组织参加省、市
竞赛及培训活动40余次，参与人数达
2万人（次）；组织开展“快乐体育·健
康成华”各类区级全民健身活动161
次，指导开展街道级全民健身活动
139次；大力开展“太极蓉城·健康成
华”太极拳健身系列活动，积极开展
各类太极拳展示、竞赛、培训等“太极
七进”活动，已建立太极辅导站14个、
辅导点33个；精心组织开展“运动成
都”成都市第四届“安利纽崔莱”全民
健身运动会暨第三届“社区体质达
人”通讯赛成华区预赛和2017年成华
区国民体质监测，对区内2861名市民
进行了抽样体质监测。

助力赛事名城建设 多项高端赛事落户成华

●生日：1991.9.15 ●身高：175cm ●体重：65kg
●2010、2011、2012、2013全国极限运动会攀爬车组冠军
●2011、2012、2013上海国际大师邀请赛冠军
●2012世界障碍单车BIU锦标赛成年组年度总排名第4

以体育为抓手 打造“文旅成华”品牌

拉瓦耶哈省省长培尼亚与皇贝访乌交流团合影

2018UCI都市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向世界打开了一扇深入认识成华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