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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8月8日，世警会开幕式上，
形象大使成龙和青年歌手谭维
维一亮相便引来掌声连连，当主
题歌《欢乐与荣耀》在双流体育
中心唱响，观众心中的热情也被
瞬间点燃。

首次在亚洲城市举办的世
警会现场，并不缺少四川元素。
热烈激昂的音乐响起后，印有

“欢乐与荣耀”字样的巨型画卷
徐徐展开在跑道上，大熊猫、太
阳神鸟等四川元素随处可见。

开幕式上，两位“熊猫记者”
用家乡话向世界推荐成都。他
们拿着话筒，与行进中的运动员
互动，随即各种口音的成都话在
体育馆想起：“我爱吃火锅！”“成
都好安逸哟！”“巴适得板！”“我
爱你中国！”

每一支队伍亮相之后，现场
观众都致以热烈欢呼。当中国
香港警队入场时，现场大屏幕上
出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飘
扬的紫荆花和“中国香港”四个
大字异常醒目。随着中国香港
警队走向看台，全场爆发出热烈
的掌声，看台观众纷纷起立鼓
掌，高喊“雄起！”表达对他们的
敬意和支持。

压轴出场的中国队在走上
“欢乐大道”和“荣耀大道”站定
后，全场掌声雷动，现场氛围达
到最高点。

“我之前一直觉得1995年
那一届是最好的，但这一次我敢
说成都这一届绝对是最好的。”
热情与庄重并存，亮点纷呈的开
幕式也让世警联合会主席拉瑞·
柯林斯为其点赞，接受记者采访
时，他表示本届世警会的开幕式
让他印象深刻，也是他眼中世警
会开幕式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

参加世警会半程马拉松的都江堰警察。

运动员在温江体验中医推拿理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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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的环境 一流的场馆 周到的服务

素有警察和消防员奥
运会之称的世界警察和消
防员运动会，经过三十多
年的发展后，在2019年来
到了成都。

8月8日18：18，第十
八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
动会在成都启幕，来自79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的近万名警察和消防员将
在未来十天内展开项目竞
技，感知体育魅力。作为
首个世警会亚洲举办城市
的成都也向他们敞开了怀
抱，展示着它的“风采和热
情”。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
周末，冰球项目、乒乓球项
目、网球项目、柔道项目等
比赛相继在9大赛区赛展
开激烈角逐，已经积累了
举办重大国际赛事丰富经
验的成都，提供了一流的
比赛场馆、周到的赛事服
务和舒适的城市环境当好
东道主，办好世警会。

世警会，让世界看到成都的魅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秦怡杨晨
摄影 雷远东

部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自8月8日开幕以来，由
成都高新区组织的志愿者上
岗共计3581人次，服务竞赛、
交通、安保、食品安全四个大
组，其中竞赛组服务21个赛
事项目。最多一天上岗共计
770人次，最早出发时间是早
上4：30，最晚返程时间凌晨
00：30，可谓星夜兼程。

“比赛靠你们啦，平时交
给我们。”当负责室内划艇项
目的志愿者刘欣收到佛山警
察远动员的感谢短信后，直
言这几日的辛劳算不得什
么。记者了解到，室内划艇
是世警会期间会展中心场地
的第一个开场项目，志愿者

们主要协助裁判进行选手检
录，现场秩序以及颁奖服务
等工作。

秋老虎肆虐的酷暑天气
下，参与沙滩排球的志愿者在
比赛期间需要快速完成平沙，
几天的比赛下来，志愿者们累
得手磨出了血泡和茧子。

记者了解到，一次平沙
需要两个人先在网下两侧并
排用齿面斜向前推平，一人
一次配合到达对面后，两人
背向并改用沙耙平面沿着边
线拖沙，一次完整的局中与
局间平沙需要在三十秒内迅
速完成，以保证比赛流畅进
行。平均一场比赛至少平沙

6次，一天最少平沙36次。
在火辣的阳光下，胡超、

熊旭、陈俊男和孔锤毅4个男
生推着专业沙耙奋力平沙，
看他们累得手无法伸直，还
坚持在赛场上服务，沙排运
动员们忍不住给这批“00后”
志愿者点赞。

“虽然一天的志愿服务
工作下来，感觉累得腿都不
是自己的了，但很有成就
感。”高新赛区交通组的志愿
者李余平说，在跟车服务运
动员前一天，她精心准备了
自以为蹩脚的中英文欢迎
稿，没想到鼓起勇气说完后，
收获了热烈的掌声。

为服务好世警会温江赛
区各项赛事，温江团区委按
照世警会筹委会工作要求，
顺利完成141名志愿者的招
募和公共服务知识培训工
作。在众多周到贴心的服务
中心，赛场边的中医推拿理
疗服务备受运动员青睐。

为加强服务水平，温江团
区委特邀专业讲师为141名
志愿者进行授课，在6月至8
月先后开展世警会背景介绍、
志愿服务知识、现场急救、咨
询指引、外事英语、涉外礼仪、
安全知识、风土人情等培训，
并举行了温江赛区志愿者服
务世警会出征仪式。8月 1
日-8月6日，按照赛事要求，
全体志愿者分成10个小组定
岗定责定人，开展了竞赛培
训、现场演练等工作。目前，
全体志愿者们已赴赛事岗位
按职责开展工作。

根据篮球和足球对抗性
比较强的特点，本次赛事还专
门为运动员设置了理疗服务
志愿者，理疗志愿者是来自成
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
的同学，他们在赛事中主要为

运动员提供推拿服务，在宣传
中医文化的同时，此项服务有
效的为运动员放松肌肉，缓解
疲劳。许多来自国外的运动
员，纷纷前往体验此项服务，
受到一致好评。

世警会的每一个参赛者
都是英雄。本次世警会，都江
堰公安既是东道主，全力以赴
做好赛事安保；他们又是参赛
者，顽强拼搏超越自我。

据悉，本届“世警会”，都
江堰市11名警察参加了4个
比赛项目。都江堰市公安局
特警大队副队长杨汉昌等4
名警察报名参加了8月9日
在都江堰举行的半程马拉松
比赛。杨汉昌告诉记者：“我
们很高兴能在自己的城市参
加世警会的马拉松比赛，我
们参赛的同时也承担着护跑
的任务，如果我们在比赛途
中发现应急事件或有选手有
意外发生，我们会及时提供
救援和帮助。”

记者从都江堰市公安局
获悉，比赛前都江堰市公安
局细化完善安保方案。比赛
期间在赛道沿线设置交通管

制引导点40个，引导分流行
人车辆，制作道路指示牌、导
示牌45面，确保了活动安全
有序进行。

成都与世警会的缘分最
早要追溯到2007年。应澳大
利亚阿德莱德之邀，成都首次
组队参加了在阿德莱德举行
的第12届世警会，至今已先
后五次参加世警会，共获得
102枚奖牌，其中31枚金牌、
39枚银牌、32枚铜牌。

2015 年，公安部首次组
织中国警察代表团参加了在
美国费尔法克斯举行的第16
届世警会。驻蓉的12个领事
机构所在国运动员在同一片
蓝天下与中国运动员同场竞
技。赛场之外，中国运动员也
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
仰、不同肤色语言的各国和地
区运动员成为了朋友，加深了
情感纽带，交换了文化认知。

除了组织参赛外，成都也
立足于宣传城市形象、提升国
际影响力，提出了竞标世警会
主办地的愿望，得到了世警会

联合会的赞许和认可，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成功获得
2019 年第 18 届世警会主办
权。

筹备工作中，成都通过积
极参赛和考察学习积累办赛
经验，得到了主办国和城市的
大力配合。自2016年3月以
来，为庆祝2019年世警会落
户成都，“银泰中心垂直马拉
松国际邀请赛”“成都市警察
和消防员运动会登山救护比
赛”等一系列赛事活动成功举
办。

除此以外，成都还建立了
2019年世警会官方脸书和微
信公众平台，点击量已超过15
万次。2015年，成都代表团
在美国费尔法克斯成功举办
了2019世警会推介会，成都
宣传展台也吸引了上万人次
的强烈关注，各国友人纷纷对
成都之行表达出浓厚兴趣。

成都的世警会足迹
缘分始于2007年

C

2013年，拉瑞·柯林斯第
一次到成都时就发现，“这里的
人特别热情，也非常友好好
客。”行程中拉瑞·柯林斯到访
了成都的一些场馆，他发现这
里的场馆设备设施都非常先
进。

虽说彼时的拉瑞·柯林斯
还不是主席，只是组委会的成
员之一，他心目中的成都也是
世警会合格的举办地，“成都
是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去举办
世警会的。世警会是世界性
的，它需要成都，需要亚洲国
家参与进来。”

对于正在打造赛事名城
的成都，世警会成功举办的意
义不言而喻，在拉瑞·柯林斯
看来，这是世界送给成都的一
份礼物，“帮助成都在经济、旅
游等方面达到一个更好的水
平。”

新时代的成都，传统文化
与时尚潮流交相辉映，历史积

淀与现代文明和谐共生。有
着都江堰、青城山等珍贵世界
遗产和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历
史文化瑰宝成都，也吸引着参
赛选手的关注。

世警会期间，成都也借此
契机邀请所有赴蓉参赛人员、
家属及游客作为“国际体验
官”深度体验天府文化魅力。
8月12日上午10点，来自法
国、英国、印度等国家的20余
名参赛选手来到位于成都市
郫都区的川菜历史博物馆。
国际友人们就被充满川味的
风格建筑所吸引，大家来到豆
瓣制作区，深入了解川菜之魂
——豆瓣的制作工艺和流程。

一流的场馆，周到的赛事
服务和舒适的城市环境，世警
会让世界看到了成都的魅力，
也为成都在未来申请举办更
大的国际赛事准备了经验，

“未来，会有更多人了解成都，
爱上成都。”拉瑞·柯林斯说。

开幕式热情与庄重并存
世警联合会主席点赞

A

为什么是成都？
世警会让世界看到成都的魅力

B
为排球比赛平沙

志愿者手上磨出血泡和茧子

温江青年中医推拿理疗
备受中外运动员青睐

既然参赛又护跑
都江堰警察成赛道靓丽风景线

大 赛 保 障
世警会开幕式。

参加世警会的各国警察最爱大熊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