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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五看点
明天上午，2014 中国武汉“大美东湖”国际名校
赛艇挑战赛将在东湖磨山景区团湖水域举行。 这是武
汉一年一度的水上运动盛事。 ８ 支世界名校队、4 支
国内名校队将参加赛艇冠军的争夺。 武汉第三届同城
双星龙舟友谊赛也同场进行，上两届不分伯仲的本地
两所名校武大、华中科大也将二龙夺珠，竞争龙舟赛
的优胜。 在东湖宽阔的湖面上，世界级的团队还将进
行表演滑水、水上芭蕾、水上飞人、水上金字塔等精彩
特技。 本报提前解读比赛五大看点：

看点一：名校水上争霸
本届参赛的国际名校分别是剑桥大学、伦敦大学、
阿姆斯特丹大学、哥本哈根大学、耶鲁大学、巴黎大学、
都灵大学、 奥塔哥大学。 国内名校有北京大学研究生
院、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其中
哥本哈根大学、 奥塔哥大学分别为上届武汉挑战赛男
女冠军，都灵大学和耶鲁大学为首次来汉。这次比赛是
老将蝉联还是新军捧杯， 中国名校能否向国际名校的
优势地位发起挑战？

看点二：水上嘉年华

看点三：同城双星争鳌头

本月 18 日，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第一站比赛在四
川成都新津县举行；23 日，参赛队又转战武汉。 因赛艇
结缘，新津与东湖风景区达成协议，共推两地旅游。 比
赛期间，新津派出代表团前来东湖推介新津旅游，东湖
磨山景区还将与成都花舞人间景区结成姊妹景区，参
加回复微信等活动， 可获明年免费花舞人间景区赏杜
鹃等机会。

看点五：赛艇队员即兴表演
往届国际名校赛艇赛上， 获奖运动员在颁奖仪式
上，往往会带来家乡舞蹈、叠罗汉等即兴表演，有些出
人意料，颇具特色。 市民可凭磨山门票或东湖年票在磨
山大门换取观赛券，在团湖沿岸观看比赛。 观赛社会车
辆需要停到樱花园附近磨山南大门停车场。 公交车
401、402、403、515、643路均可达磨山景区。

（记者佘晖 通讯员彭冲）

2013年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在东湖举行（资料图片） 记者李葳 摄

“武汉人和武汉的天气一样，很热情”
本报讯（记者 万 强 通讯员 彭 冲）昨天
下午，参加 2014 武汉“大美东湖”国际名校
赛艇挑战赛的剑桥、耶鲁、伦敦、都灵、奥塔
哥、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大学和巴黎第二
大学等 8 支外国名校赛艇队，北京大学、上
海交大、 西安交大和第四军医大学等 4 支
国内名校赛艇队陆续飞抵武汉， 在他们入
住的东湖玛雅海滩酒店大堂， 记者采访了
来自国外知名高校赛艇队的教练、 领队和
队员。
阿姆斯特丹大学赛艇队的舵手伊丽
莎白是该校的一名大四学生， 她回答记
者的第一句话是：“武汉，太大了。 ”她告

诉记者，荷兰的城市都很小，阿姆斯特丹
也不大， 当她得知从天河机场到酒店只
是走过了武汉的一个边角时，感慨顿生。
而同样是头一次到武汉的剑桥大学男生
雨果， 在听闻导游贾寒介绍武汉既是中
国米字形高铁的中心， 又是著名的桥城
时，他扭头朝向窗外，扫描沿途美景，好
一阵连拍。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赛艇队的教练格伦
去年曾率队到东湖参加比赛。几天前，记者
在成都下辖的新津县与他有过一面之缘，
此番相见，彼此相谈甚欢。 在他看来，现如
今的武汉城市越来越有范， 街道也越来越

整洁，绿化也越来越有层次。他指着身旁的
一位小男孩说：“这是我的儿子萨姆， 去年
他 8 岁，我把他带到武汉，今年他 9 岁了，
我又带他来到武汉。 ”
在巴黎第二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武女
士是成都新津人，作为该校赛艇队的领队，
她和该队的一位教练和 6 位队员去年曾到
武汉参加首届“大美东湖”国际名校赛艇挑
战赛，据她告知，去年参赛期间，8 个人曾
一块游过黄鹤楼，到省博参观过编钟。这次
来汉前，他们上网浏览了汉街的资料，计划
去好好体验一把。按她的话说，武汉人和武
汉的天气一样，很热情。

岸边游戏考验配合
“立正、稍息，向左看齐！ ”上午 9 时
半，孩子们刚到码头集合，海狼行的教练
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驾驶帆船首
先要遵守纪律”，带队教练严厉地说。 随
后，他带领孩子们一起玩起游戏。“通过
这些游戏， 这些首次见面的孩子们可以
学会信任对方， 他们互相配合才能完成
游戏中的任务“，教练解释。 上船之后，孩
子们就可以默契配合了。
整齐队伍后，拥有 20 年职业帆船运
动经历的总教练陈爱明开始了正式“培
训课”。“其实帆船航行的原理很简单，学
过物理的同学很快就能理解。 ”陈爱明在
白板上画下简单的示意图， 讲解帆船驾
驭风的基本知识，“我明白了， 其实就是
角度和风向的配合。 ”一位小同学边听边
记，默默念叨。
随后， 陈爱明又给孩子们讲解了“8

字结”、“水手结”等绳结系法。 不少小朋
友学会后， 都争先上台演示，“我发现每
个绳结都有一些小技巧，”在一次互动中
第一个解开绳结的童童说， 通过教练的
讲解，他了解在户外的不同场合，需要不
同的系绳方式，“既要技巧，又要智慧”。

“今天我来当船长”
11 时许，孩子们分成 4 队准备上船。
湖畔，4 艘 8 米长的白色珐伊 26 帆船一
字排开。 陈爱明介绍，这些帆船每艘售价
40 多万，是国际近海帆船比赛用船，可乘
6 人左右，航行稳定安全。
穿好救生衣后，孩子们按照教练指示
登上甲板。时值正午，天气十分炎热，小朋
友们却很兴奋，丝毫没有抱怨。在船上，教
练开始一边操作，一边教授孩子们如何升
帆、压舷等……途中，孩子们默契配合，开
始分工操作，驾驶帆船驶向湖心。

记者郑汝可

“今天我来当船长，太过瘾了！ ”3 号
船上，一峰同学兴奋地喊。“船长只管掌
舵，压舷才好玩！ ”旁边，畅畅同学调皮反
驳。 他口中的压舷， 是指帆船行驶过程
中，船员坐到上风舷一侧，既能保持船体
平衡，又能体验迎风快感。“我感觉自己
像加勒比海盗中的杰克船长， 真是太酷
了。 ”
帆船体验结束上岸后， 孩子们还在
兴奋地和父母讲述驾驶帆船的感受。 一
些孩子又开始在教练带领下， 驾驶摩托
艇，感受速度与激情。
“孩子们都很有好奇心，学习东西很
快。 在船上也都能主动接受教练的指挥，
共同完成操作”，陈爱明说。 他告诉记者，
在国外，许多 4-5 岁的小孩，已经学会掌
舵。 他说， 作为一项操作性强的户外运
动，驾驭帆船需要应对阳光、波浪和风雨
的考验，能让孩子与自然和谐共处，性格
更加乐观、开朗、坚强。

定向联赛第五站来啦！ 27日青山公园，继续“定向寻宝”
本报讯

本站比赛 7 月 27 日早 8 时 30 分在青
山公园大门前广场开赛， 普及赛主题仍是
“公园寻宝”。 每位参赛选手都将领到一张地
图，地图上标有一条长约 2—5 公里的线路，
线路上分布着 20-30 个点标。 选手需要自备
指北针，按照地图上标出的顺序找到相应的

点标。 普及赛分为个人组、双人组、亲子组，
每组比赛前三名有奖品颁发。 为鼓励新手参
赛，组委会规定前两站比赛的获奖者继续参
加本站比赛，成绩不再参与排名，也没有任
何奖励。 个人组比赛前四名将获得勇闯天涯
湖北选拔赛资格。 组织者介绍，没有指北针

J 罗落叶球当选世界杯最佳
本报讯

世界杯已经结束一周，昨日国际足
联评选出了本届赛事的最佳进球， 当红小生 J
罗面对乌拉圭的那脚凌空抽射毫无疑问当选。
约有 400 万网友参与本次最佳进球的投
票，最终 80%的人们选择了 J 罗。 世界杯 1/8 决
赛哥伦比亚对阵乌拉圭，当比赛进行到第 28 分
钟时，队友阿吉拉尔头球摆渡给 J 罗，只见他半
转身胸部停球后，距离球门 22 米处抡起左脚抽
出了一脚诡异的弧线， 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虽
然指尖触到了皮球， 但是仍然无法改变运行轨
迹，皮球击中门梁下沿弹入网内。
J 罗这粒进球给球迷们留下深刻印象，最终
力压范佩西面对西班牙攻进的那个鱼跃头槌，
以及 J 罗自己面对日本打进的那脚杂耍进球，
成为本届世界杯的最佳入球。 此外，J 罗还以 6
粒进球荣获世界杯最佳射手。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南美球员连续第三
次获得世界杯最佳入球奖， 之前两次分别是
2006 年阿根廷队的马克西以及 2010 年乌拉圭
队的弗兰。

（斯文）

昨日上午，鄂州庙岭与武汉光谷开发区交界的红莲湖畔，4 艘白色的帆船扬帆出“海”。 28 名 10-18
岁的少年在教练指挥下充当帆手、舵手、瞭望手，升帆降帆，操控着帆船捕捉着风的轨迹航行。 长江日报
户外联盟联手海狼行帆船俱乐部举办的“帆船驾驶一日体验”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时尚的航海运
动，迷倒一众少年。
“驾驶帆船需要准确判断风向、水流，因此需要有较强的观察力以及快速做出判断的决断力；驾驶帆
船需要团队协作，因此也能培养孩子的团队合作能力”，海狼行帆船俱乐部总教练陈爱明介绍说：“在国
外，帆船是一项很受青少年欢迎的水上运动”。

（记者 佘 晖）广受欢迎的湖北省
首届定向运动联赛 27 日在青山公园赛至第
五站。 比赛仍分为专业常规赛和业余普及赛
两部分进行，上周开始报名以来，普及亲子
组名额迅速报满，24 日之前，单人组、双人组
仍可接受免费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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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国际名校赛艇队昨齐聚东湖

我们是小小航海家！
本报“帆船驾驶一日体验”倾倒众少年

梅涛 摄

本报讯

皇马签约哥伦比亚球星哈梅斯 罗德里格斯（J 罗）一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昨
天的西班牙《阿斯报》报道，皇马已经与摩纳哥
就 J 罗的转会达成了协议， 哥伦比亚球星的转
会费是 8000 万欧元，现在只差决定 J 罗何时在
伯纳乌亮相。
《阿斯报》报道，皇马已经与摩纳哥达成了
协议，本周周中，皇马将正式宣布 J 罗的转会。
最近一周， 两家俱乐部的转会谈判一直都没有
停止，最终双方在约 8000 万欧元的金额上达成
了协议。眼下只剩下一些小细节问题有待解决。
皇马希望在本周让罗德里格斯亮相，皇马主
席弗罗伦蒂诺和二当家何塞·桑切斯推迟了前往
洛杉矶的计划，就是为了将这笔轰动性的转会完
成。 如果 J 罗加盟皇马，那他会在 8 月 1 日正式
加入皇马的集训，届时，同样在世界杯 1/4 决赛
中被淘汰的法国国脚瓦拉内也会加入球队。
据悉，皇马方面为引进 J 罗做好了准备，皇
马官方电视台正在精心制作 J 罗职业生涯的纪
录片。 皇马巴尔德贝巴斯体育城的 110 号房间
专门为 J 罗准备， 门上甚至都贴上了 J 罗的名
字。 皇马将给 J 罗 10 号球衣， 这是厄齐尔在
2013 年留下的号码，上赛季没有球员使用。
7 月 21 日出版的西班牙另一份体育报纸
《马卡报》说，皇马将给 J 罗一份为期 6 年，年薪
700 万欧元的合同。

J

看点四：武汉新津“双城记”

J 罗有望本周亮相伯纳乌

（塞尔吉奥）

赛前的水上嘉年华汇聚世界最优秀的表演团队，
为现场观众带来艺术滑水、水上金字塔、水上芭蕾、尾
波超人飞、水上飞人、蛟龙出水、凌空漫步、群龙聚首、
蜘蛛吐丝、龙凤呈祥等精彩表演。

武汉的武大、华中科大“同城双星”龙舟友谊赛已
连续举办 2 届。 此前 2 届两校均战成 1:1 平局，今年能
否决出胜负？ 这为本届赛事留下一个最大的悬念。

皇马掏 8000万转会费
备好 10号球衣

的参赛者可在活动现场购买。
湖北省首届定向运动联赛由湖北省社
体中心主办，本报户外联盟等单位承办。
报 名 电 话 ：86711021、13886060822、
15972070631；
联赛 QQ 群：176690532。

七十五中
走出两个少女神枪手

囊括全国 U17射击锦标赛冠亚军
本报讯

（记者 李俊 通讯员 朱素芳 杨明华）
昨日是武汉市第七十五中体育场馆向周边中小
学生开放的首日。 贴在校门口的神枪“姐妹花”
勇夺全国 U17（17 岁以下年龄组）射击锦标赛
冠亚军的喜报， 吸引了众多小学生前来参观设
在楼顶上的射击场。
几天前， 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全国 U17
射击锦标赛在上海举行。 作为湖北省的两支代
表队之一，武汉市第七十五中派出了 17 名选手
参赛。 其中，15 岁的陈瑶和王靖婕，分别获得初
中组 10 米气步枪的冠亚军。两位湖北小丫在决
赛时， 成绩非常接近，20 发子弹都打出了总分
206.7 环的好成绩。 但是，陈瑶超过 10 环的靶数
比王靖婕多，所以最终夺冠。
2012 年，陈瑶随着打零工的父母从黄石来
到武汉。初一刚刚入学，学校的射击教练谢辉就
发现她有射击天赋。 陈瑶除了拥有比同龄人更
沉稳的个性外，还异常勤奋。射击训练受场地和
器材的限制，每天只有 2 个小时的训练时间。打
出一靶后，别的队员立刻放松，坐在一旁相互聊
天， 但是陈瑶却仔细观察队友的动作寻找自己
的差距。成绩失误也不气馁，主动找教练分析失
败原因。
据校长李弢表示，2002 年， 该校成立射击
队，并将“射击课”纳入体育课，成为最受学生欢
迎的项目。该校顶楼的射击场，也是全市第一个
校内专业射击场。 今年政府还将给学校建两个
全国一流的射击场， 希望七十五中楼顶上的射
击场，能够走出世界冠军。

中韩武术文化交流会
在汉举行
本报讯

近日，中韩武术文化交流推介会在
汉举行。
此次交流活动由韩国首尔、 光州广域市市
政府， 韩国武术协会主办， 湖北省武术协会协
办。 中韩文化交流的项目负责人就本次推介会
对中韩武术文化交流的性质、 意义做了详细的
阐述。 韩国对外文化交流部先后与河南、安徽、
吉林、山西、江西等众多省份民间组织进行过多
层次多方面的类似活动， 其效果得到了两国国
民的认可，中国武术在韩国深受追捧。 通过交流
活动，在韩国已经成立了多家武术培训机构。

（伍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