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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参加过很多参加过
多届世警会的运多届世警会的运
动员告诉我动员告诉我，，这是这是
他们参赛生涯以他们参赛生涯以
来最棒的一次最来最棒的一次最
强 生 存 者强 生 存 者（（TCATCA））
比赛比赛。。整个赛事的整个赛事的
计划计划、、组织和执行组织和执行
近乎完美近乎完美。。我想为我想为
所有赛事的裁判所有赛事的裁判、、
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工作人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点赞员和志愿者点赞，，
他们的辛勤工作他们的辛勤工作
为我们所有的参为我们所有的参
赛者赛者、、家属和观众家属和观众
呈现了世警会历呈现了世警会历
史上最成功的一史上最成功的一
次 最 强 生 存 者次 最 强 生 存 者
（（TCATCA））比赛比赛。。谢谢谢谢
你们你们！”！”

——世警联合会秘书
长、执委大卫·米克洛斯

8 月 14 上午，世警会拔河项目
在双流赛区开赛，重量级、轻量级和
无差别组的多支队伍“两军对垒”。
在男女混合组比赛时，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发现，在香港参赛队
的队伍里，出现了成都选手，这是
怎么回事？原来，因香港参赛队仅
有 2 名女队员，而混合组必须由四
男四女队员参赛，恰好成都轨道公
交分局共 6 名女队员，便“借出”两
名，否则香港参赛队无法参赛。而
恰好，香港参赛队与成都轨道公交
分局的参赛队一同出战决赛，最终
分获金银牌。

赛场上，双方队员双手紧握绳
子，双脚蹬地，身体后倾，有趣的是，
中国选手的防御方式多是正面，双
脚与肩同宽，身体后倾下坠，而挪威
等国外的战略则是身体侧倾，双脚
一前一后，前脚脚后跟“扎根”。一
声令响，裁判高举的双手从空中快
速放下，比赛正式开始。“一二、一

二”，成都的队伍齐声喊着口号，节
奏一致。

成都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卢
薇告诉记者，在比赛前两天，组委会
告知他们，中国香港队报名了拔河
混合组别项目，但他们只有两名女
队员，如果找不到其他女队员，他们
可能无法参赛。“我们轨交分局正好
有6名女队员，混合组项目要求4名
男生，4名女生，所以我们得知这个
事情后，立马决定派两名女队员加
入中国香港队。”卢薇说，“很激动很
高兴，能在世警会一起参赛，不仅收
获了奖牌，更是收获了友情。”

在重量级比赛组，成都交警六
分局的表现特别惹眼，6 名队员身
材魁梧，甚至站在体型高大、前两届
拔河冠军队挪威队面前，也毫不逊
色。交警六分局副教导员胡文韬表
示，这次比赛一共来了7名队员，在
比赛前，队伍就根据比赛赛程等做
了战术和训练准备。队员们也都不
是专业的运动员，只是个别队友有
健身的习惯，大家年龄都在35岁以
上，都是因为兴趣爱好才组了这支
队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
素 实习生 向姗

香港队进决赛人不够
成都女警临时“加盟”

从警察训练基地到成都行政学
院地铁站，最近几天，参加世警会射
击比赛的警察，可能都坐过王帮福
的交通车。来自委内瑞拉和中国香
港海关的警察都送他徽章留念，合
影当然不能少；而他仅会的几句英
语也派上了用场。

“老乘客”重逢

“砰砰砰……”14日上午8点过，
成都市“战训合一”警察训练基地里
传出密集的枪声，像是放鞭炮，世警
会警察手枪战斗射击比赛开始了。8
点50分，去往行政学院地铁站的交
通车启动。

司机王帮福是成都龙泉驿区当
地人，“平常我开的是龙泉 L031 路
公交车。”他指着一张打印的时刻表
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这
几天他负责世警会龙泉驿赛区交通
车驾驶。有意思的是，时刻表旁边放
了一块金属牌和一块布质标识，上
面的文字不是英语。记者使用翻译
软件大致了解，金属牌上文字大意
是联邦区射击比赛，布质标识上文
字大意系加拉加斯都市警察射击俱
乐部。

“哈哈，是上午三个委内瑞拉警
察送给我的。”王帮福说道。他并不
认识这些外文，“志愿者告诉我，他
们是委内瑞拉警察。”他告诉记者，
早上 7 点 40 分，他正在行政学院地
铁站旁边等着8点20分发车，“这个
时候他们三个就来了。”王帮福对他
们有印象，前天他曾载了一车人去
行政学院，“就有他们三个，下车后
还合了影。”

从志愿者那里，王帮福得知，三
人要去警察训练基地参加射击比
赛，有点着急，“我就请他们上车，当

时就发车了。”他说，上车时三人和
他握手表示感谢。

到了目的地，“有两个人从后门
下了。”王帮福说，其中一个年长者
专门走到驾驶座，“他双手把这两个
标牌拿给我，还说了些话”，王帮福
听不懂，但他猜对方意思是“师傅，
请收下”。

“别人双手送，我们也要双手
接，要讲礼。”王帮福双手接了过来。
他会的英语不多，接过时说“thank
you”。年长的警察下了车，三个人往
训练基地里走时，“还和我挥手再
见。”

“大家很热情，我做好服务”

这不是王帮福第一次收到世警
会乘客的纪念品礼物了。他家里还
有一枚上周日香港阿sir送给他的香
港海关胸章。他从手机里翻出了照
片，徽章呈金黄色，最下方写着繁体
的“香港海关”，顶端是紫荆花图案。

“那天下午4点过，他们一共八
个人，要去行政学院地铁站。”上车
前，“有个很帅的警官找到我，说要
送我一枚徽章，告诉我说他是香港
海关的。”之后，香港阿sir们与志愿
者合影的时候，“他又来喊我，一起
拍个照。”再看照片时，王帮福有些
不好意思，“哎呀，我都笑嘻了。”

为什么会送自己徽章？王帮福
猜想，或许和前一天双方遇见过有
关。10日晚上9点的时候，这几名香
港警察到训练基地查看场地，“进去
前，问了我去地铁站的交通车时
间。”那天，王帮福是最后一班车，

“等到9点20多分他们出来，送去了
地铁站。”

王帮福说，这几天他的交通车
里，坐过各个国家的警察，“大家都
很热情。”说话间，另一辆车上的志
愿者朝他打招呼。“我这个人嘛，就
是跟别人都聊得来。”

在世警会上开交通车，王帮福
收获了感谢、收获了徽章，“我们嘛，
就是继续做好服务。”他说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我在世警会开交通车
警察送我徽章留念

由于本届世警会比赛场地分
布较广，每个参赛国语言交流的顺
畅程度不一，因此翻译员并没有统
一由主委会聘请。除了主委会在选
手注册区聘请的翻译公司的人员
外，各赛场所在的区（市）、县相关
部门，也在辖区就近的高校，招募
英语成绩较好的大学生志愿者，同
时还有世警会语言服务提供商传
意国际招募的小语种翻译志愿者，
有的翻译员甚至由参赛队所入住
的酒店招募。

手机丢了
他帮韩国警察找回

这个暑假，廖敏放弃了休息，世
警会成了她最好的一次社会实践。
在放假之前，温江某酒店通过四川
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招募一名葡
萄牙语翻译志愿者，为即将来参加
世警会并入住该酒店的巴西警察
足球队当翻译。

全系几十名学生投了简历，廖
敏最终脱颖而出。“世警会开始后，
我每天就跟随巴西联邦区消防足
球队，交通、住宿、吃饭、比赛、采访
的问题都要解决。”由于本次巴西
共有8支足球队参赛，而别的没有
请葡语翻译的球队，也找到廖敏帮
忙，在球场边，她来回穿梭，一刻也
闲不下来。

周晗是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
学院教韩语的老师，出于对语言的
热爱，他也加入了世警会的翻译服
务。在世警会期间，一名韩国警察
在成都坐出车时丢了手机，先是通
过线上人工翻译求助，周晗在会场
现场得知此事后，陪同这名警察到
主委会、派出所，“当天对方回到酒
店后，发现出租车司机已经把手机
送回酒店了。”

手机平台
可接通人工翻译

除了现场的翻译员，独具创新
的人工连线翻译技术，也在世警会
上大显身手。

此次世警会的各个赛场，主办
方专门邀请了传意国际公司，在现
场做线上线下的人工翻译服务，如
果身边没有翻译，通过网络平台，
可以联系上人工翻译员。

在会展中心主会场的采访中，
一名来自德国的警察由于不会说
英语，现场也没有德语翻译，对方
在一名志愿者的引导下，拿起了人
工翻译的电话机，在选择了德国国
旗之后，对方又点击屏幕上的中国
国旗，话机拨通，很快就联系上了
一位会说德语的中国翻译员，并且
还实现了视频通话。

如果不使用这台固定的话机，
也可以通过扫码免费下载这套人
工翻译平台，可以像打电话一样，
接通一位翻译员寻求帮助。

传意国际一位工作人员说，这
些提供翻译服务的人员都是会各种
语言的志愿者，有学生、老师甚至各
行各业的外语人才。“我们在招募翻
译员时，更倾向于复合型翻译人才，
要求他们不仅要会这个国家的语
言，还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历
史、风俗，甚至经济、法律、贸易等。”

作为诞生在成都本土的一
家人工翻译服务公司，传意国际
这套全新的人工翻译技术和模
式，已经在达沃斯论坛、博鳌论
坛财富论坛上进行过尝试，公司
工作人员说，这是第一次运用到
这样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并
且面对的语言种类也是最多的
一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逯望一

“2019成都世警会的最强生存者
（TCA）比赛项目组织非常杰出！很多参
加过多届世警会的运动员告诉我，这是
他们参赛生涯以来最棒的一次最强生
存者（TCA）比赛。整个赛事的计划、组
织和执行近乎完美。我想为所有赛事的
裁判、技术人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点
赞，他们的辛勤工作为我们所有的参赛
者、家属和观众呈现了世警会历史上最
成功的一次最强生存者（TCA）比赛。谢

谢你们！”这是来自世警联合会秘书长、
执委大卫·米克洛斯（David Miklos）先
生对本届世警会最强生存者（TCA）比
赛项目组织的高度评价和感谢。

本届世警会最强生存者（TCA）
项目于2019年8月10日开赛，8月12
日结束。这项赛事也被称为“世警会最
难赛事项目”，选手需连续完成5公里
长跑、铅球、100 米短跑、100 米游泳、
20英尺绳索攀爬、卧推、引体向上、障

碍赛共8个项目。8个项目比完需近一
天时间，非常考验体力和耐力，湿热的
天气也给比赛增加了难度，需要参赛
选手体力和精神的“超长待机”。

本届世警会该项目共有运动员
148 人次参赛，产生奖牌 47 枚，现场
观众达 3000 余人次。目前，这项赛事
的成绩已经出炉，网友可以通过本届
世警会官网查询。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颜雪

8月14日，世警会警用摩托车技能赛慢骑项目结束后，成都交警王
岗的女儿亲吻比赛归来的爸爸。 摄影 刘海韵

最好的奖励

8月14日，成都公交司机王帮福展示委内瑞拉警察赠送的
徽章 摄影 彭亮

小语种翻译
人才和科技
闪亮世警会最好的肯定

8月14日，来自意大利消防局的橄榄球队队员接过组委会特意为
他们准备的蛋糕，因为他们已连续20年参加世警会。 摄影 孙琳

最好的礼物

“史上最成功的TCA比赛”
世警联合会秘书长点赞比赛组织

最佳最佳
奖牌奖牌
谢谢
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