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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长江防汛任务重而取消的武汉国际
渡江节 ，今年 7 月 16 日将重磅归来 ！ 据长江日报
记者了解 ，今年的第 43 届武汉国际渡江节相比以
往 ， 横渡人数将创新高 ， 抢渡奖金大幅提高 ， 将吸
引更多高水平选手参赛 ，竞争会更加激烈 。
2016

横渡人数将创新高
抢渡奖金大幅提高

武汉国际渡江节

重磅归来
群众方队下水出发 （资料图片）

5000 人组队游长江
横渡赛规模创新高

记者观察>>>

随着一年一度的渡江节临近，长江、汉江、东湖、后官湖等
公开水域，近期时常可以看见高呼口号，排着整齐方队训练的
渡江队伍。 2016 年渡江节因长江防汛任务重取消后，武汉市
民压抑了一年的渡江热情，在今年渡江节报名、测试、组队和
训练中爆发出来， 武汉本地 29 支渡江方队的名额相当抢手，
组委会经测试选拔择优录取了 3000 余人组队。
与往届渡江节一样，今年渡江节 7 月 16 日当天的主体活
动也分为群众方队横渡长江和抢渡长江挑战两个项目， 起点
均设在武昌汉阳门 1 号明口码头。 群众方队向下游横渡至汉
口江滩三阳广场登岸，游程约 6000 米；抢渡选手必须抢游至
对岸的终点汉阳南岸嘴上水能算挑战成功， 这也是被称为史
上最经典、最难的抢渡路线。
渡江节组委会有关负责人邱海防介绍， 包括集中组队参
赛的外地城市方队在内， 总共将有 50 支群众方队参加渡江
节，参赛总人数超过 5000 人，是 2001 年恢复渡江节以来参赛
人数最多的一次。“从测试、训练，到最后的横渡长江，都是在
公开水域内进行，属于高危运动项目，所以，组委会要求所有
方队必须集中训练 8 次，团队训练必须遵守纪律，安全第一，
确保渡江节方队备战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 ”

21 支外地方队加盟
各地争抢渡江名额
2013 年，长沙方队、南昌方队、合肥方队首次横渡长江，
由此揭开了外地城市单独组队参加渡江节的序幕。 2015 年，
组队来汉参加渡江节的外地城市方队达到 10 支。 2016 年渡
江节因长江水情取消后， 今年国内其他城市组队参加渡江节
的热情高涨，总共有北京、上海、南京、太原、合肥、长沙、南昌、
温州等 21 支外地方队完成了报名、组队任务。
渡江节组委会到各城市检查时， 要求每支方队必须至少
在公开水域集中训练 8 次以上，每次训练必须在 45 分钟内以
方队的形式整体游完 1500 米， 不达标的队伍将取消参赛资
格，训练时掉队 20 秒以上的单个队员必须刷掉。而且，每次方
队训练都必须买保险，有救助船只、救助人员、专业的医务人
员和药品，保障训练安全顺利进行。
据介绍，早在 3 月份，外地城市方队的组建工作就已经启
动。 根据渡江节规程，每支方队的规模约为 100 人，21 支外地
方队获得渡江节参赛资格的 2100 余名选手，都是从众多测试
合格的选手中按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的幸运儿。其中，江苏
盐城等城市游泳爱好者组成苏北联盟方队， 渡江资格争夺战
可以用残酷来形容，最终获胜的 100 名选手是从 2000 多人的
报名者中挑选出来的。 而且，为了参加渡江节，苏北联盟方队
还专门设计了方队 LOGO、队旗、队歌、口号等。

渡江节能否办出汉马的影响力
武汉马拉松和武汉国际渡江节，是武汉市最具影响
力的两大群众性品牌赛事。 不过，与新近崛起却吸引了
全国乃至全世界跑友关注的汉马相比，已经持续举办了
42 届的渡江节，“热度”方面似乎略显不足。 渡江节能否
在更大范围内打响自己的品牌呢？

汉马被评为全国“
十大”
渡江节成全国“主会场”
汉马刚举办了两届，但已经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跑
友圈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2016 年首届汉马举办后，即
被中国田径协会评为全国 10 大马拉松之一， 今年更是
被媒体评为二季度最受跑者期待的马拉松。 两届汉马
“无差评”，武汉甚至因为汉马的加分作用跻身全国最具
体育活力城市前十强。 而渡江节从 1956 年举办首届以
来，已经举办了 42 届，早已经成为江城武汉最亮丽的城
市名片之一，在全国泳友圈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不过，
国内目前尚没有公开水域比赛影响力排名，渡江节的影
响力缺乏具体的指标来说明。
不过，在全国游泳爱好者心中，武汉渡江节可能比
汉马在全国跑者中的地位更高。 汉马之所以能吸引众多
跑友参与，主要是武汉办赛魄力惊人，拿出城市最核心
的道路资源，设计了一条囊括了江汉关、中山大道、古琴

台、长江大桥、黄鹤楼、辛亥革命博物馆、汉街、东湖绿道
等最能体现武汉历史人文和自然风貌的最美线路。 而渡
江节的水上线路正处武汉“长江主轴”的最核心区域，人
文、自然景观同样精彩。 何况，横渡长江历来就有非凡的
意义，被看作是与中华民族母亲河的一种亲近，同时也
是挑战自然的壮举。 从 1956 年到 1966 年，一代伟人毛
泽东多次在武汉畅游长江，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
泳》一词，在“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
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浪漫主义感召下，轰轰烈烈的武汉
横渡长江活动也由此开启并持续至今。 2014 年，中国游
泳协会在全国启动“7·16 全民游泳健身周”活动，全国
多个城市和地区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游泳活动，武汉渡江
节成为“7·16 全民游泳健身周”永久主会场。 来自渡江
节组委会的消息显示，去年全国参加游泳健身周活动的
人数已超过 100 万人，今年，全国与武汉同渡“7·16”的
游泳爱好者人数会更多。

马拉松运营模式更成熟
“渡江节”品牌更独特
当然，因项目特点和参与人群的不同，即便在全球范
围内， 公开水域的游泳活动在影响力方面都很难与城市
马拉松相比。 马拉松热的背后，是徒步、登山、越野等户外

记者推介>>>
渡江节亮点值得期待
民兵方队再现渡江节

在渡江节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武装泅渡的场
面， 今年渡江节将再现民兵方队横渡长江的场景。
据了解 ，参加渡江节的民兵方队 ，不仅将与其他方
队一起渡江，还将演练水上应变能力。
启用电子计时系统

冠军将获 2 万美元
抢渡赛更有看头
作为 7 月 16 日渡江节当天的两大主体活动之一，抢渡长
江挑战赛在历届渡江节中均备受关注。 今年渡江节抢渡赛将
提档升级，选手参赛门槛提高，奖金也翻倍，将比历届抢渡比
赛更有看头。
相比 2015 年渡江节抢渡赛的 10000 美元冠军奖金， 本届
渡江节抢渡赛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奖金都将翻倍， 达到 20000
美元，第二名和三名则分别将获得 8000 美元和 5000 美元。 这
样的奖金数额，已经创下国内公开水域比赛最高纪录，目前，全
国公开水域比赛最高冠军奖金为 10000 美元。 渡江节组委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提高奖金数额主要是想吸引更多国际国内高水
平选手参加，提升抢渡赛水平和激烈程度。 以往，参加渡江节抢
渡赛的外籍选手，基本都是收到武汉市外事部门发出的邀请后
前来参赛的。 而今年的渡江节竞赛规程出台后，已经有国际高
水平专业选手的经纪人主动与组委会联系参赛事宜。
在提高奖金的同时， 组委会也为今年抢渡赛设置了更高
的参赛门槛。以往报名参加抢渡赛的选手，在赛前的资格测试
中，只需 6 分钟内在泳池中游完 400 米即可获得参赛资格，但
组委会今年规定， 报名参赛的国内选手在测试时必须达到二
级运动员水平方可参赛， 也就是男子要在 5 分 06 秒内游完
400 米，女子在 5 分 46 秒内完赛。 而外籍运动员的参赛标准
更高，他们必须在测试中达到一级运动员水平才可参赛，即男
子 4 分 21 秒游完 400 米，女子 4 分 44 秒游完 400 米。 目前，
德国波茨坦市的 1 男 1 女两名运动员， 杜伊斯堡市的两名男
运动员，以及瑞典博厄伦市 1 名男选手，已经表达了将来武汉
参加渡江节抢渡赛的愿望。其中，瑞典博厄伦市的男选手名叫
西门·涂菲克·万娜，2015 年渡江节时曾来武汉参赛， 这位当
时只有 19 岁的帅小伙以 12 分 44 秒的成绩力压群雄夺得男
子组冠军。

运动的持续火爆。目前，仅在武汉市，经常参加徒步和跑步
活动的人群就超过了 100 万。 而游泳虽然也是人们喜欢
的健身活动， 但由于受场地条件及安全考虑等方面的限
制，项目的参与人群相对固定。目前，世界知名的城市马拉
松有波士顿马拉松、东京马拉松、伦敦马拉松等，而公开水
域的游泳比赛， 较具规模的只有由国际泳联主办的每年
一次的世界杯系列赛和每两年一次的世界锦标赛。
目前，城市马拉松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商业
运营模式。 汉马起步虽晚，但却有着相对成熟的运营模
式和套路，并且汉马举办之初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与国内历史最悠久的北马结盟，起点之高远非一般城市
马拉松可比。 而武汉市有组织的横渡长江活动虽然已经
有 100 多年的历史了，但缺少可供借鉴的运作模式和经
验，例如，参赛选手的组成，渡江节更多的是依靠市内各
城区文体局以及外地城市游泳协会的组织，而不是像马
拉松那样通过网络接受全球报名。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汉马多少还存在“同质化竞争”
的问题，而横渡长江则更像是武汉独有的体育品牌。 目
前，武汉已经把渡江节办成了全国泳友心目中最向往的
公开水域游泳赛事，今后要做的是如何将影响力向“外
围”拓展。 渡江节无论是在竞赛组织、商业运营，还是宣
传推广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假以时日，我们相
信渡江节的影响力必将得到更大提升。

抢渡长江奋勇争先 （资料图片）

渡江博物馆展示渡江文化

抢渡赛水平逐年上升

中国“
新蛙王”闫子贝曾获亚军
中国游泳界目前最当红新星当属湖北选手闫子贝，
这位目前尚不满 22 岁的“实力派小鲜肉”，先是在 4 月
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中连拿 50 米和 100 米蛙泳两项冠
军，并分别打破全国纪录，随后又在 5 月的日本游泳公
开赛中斩获一银一铜。
不过，你或许不知道，颜值和实力兼具的闫子贝，5
年前也参加了武汉国际渡江节， 当时只有 16 岁的他还
在湖北省游泳队， 在渡江节抢渡长江挑战赛中以 13 分
40 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第二名，屈居于比他大 3 岁的武
汉市游泳队员江欢之后。 那届渡江节之后，闫子贝先后
参加 2013 年全国运动会， 随后进入国家队并参加了里
约奥运会，直到成为目前中国泳坛炙手可热的新星。
现役国家游泳队员中，参加过渡江节抢渡比赛的还
有陈洁。 同样是 2012 年渡江节，当时还是武汉市游泳队
员的陈洁，先是两次参加渡江节试渡，并获得一次冠军，
一次第三名。 但在渡江节当天的抢渡比赛中，她在游到

今年渡江节方队横渡和抢渡比赛将首次启
用电子计时系统 。方队横渡从检录时进入电子计
时系统 ， 可以准确统计出下水和登岸选手的人
数 。 抢渡赛采用电子计时系统 ，将使成绩更加精
确 ，不过 ，组委会在竞赛规程中专门强调 ，运动员
抵达终点时必须触碰终点标志 ，否则有可能导致
成绩无效 。

终点时因为没有控制好被水流冲得偏离线路，最终只获
得女子组第五名。 目前，陈洁和闫子贝一样，都在为 8 月
底至 9 月初的全运会决赛阶段比赛作准备，无法抽出时
间回武汉参加渡江节。
事实上，尽管抢渡赛水域因每年长江水位和流速均
不同，很难以时间评判成绩好坏，但翻看 2012 年到 2015
年渡江节抢渡赛前三名成绩可以看出，抢渡赛的整体成
绩呈上升趋势。 以从 2012 年到 2014 年连续 3 年获得男
子组冠军的江欢为例，他 2012 年的成绩是 13 分 05 秒，
随后两年的成绩分别为 12 分 10 秒和 12 分 37 秒。 2015
年男子组冠军、瑞典小伙西门也游进了 13 分以内，成绩
为 12 分 44 秒。
今年渡江节，在组委会提高了参赛门槛而且重金刺
激下，由于届时的长江水情还不明朗，我们尚无法预测
抢渡比赛成绩会有多大提升，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男子组和女子组比赛的竞争会比以往更加激烈。

武汉横渡长江博物馆于去年底建成 ，已经正
式开馆 ，这是全国首个以横渡长江为主题的博物
馆 。 渡江节期间 ，组委会将邀请参加方队横渡长
江的外地选手参观渡江博物馆 ，感受武汉深厚的
渡江文化 。 渡江节结束的当天晚上 ，组委会还将
在汉口江滩三阳广场举办武汉渡江晚会 ，弘扬渡
江精神 ，展示渡江历史文化 。
三次大活动模拟渡江
7 月 16 日渡江节正式举行之前 ，组委会还将
举行 3 次模拟演练活动 ， 市民可以到现场观摩 。
一是 7 月 1 日上午组织本地方队在东湖听涛水
域进行横渡东湖 ，游程约 2000 米 ，集中测试和模
拟渡江 ；二是 7 月 2 日在渡江节水域进行第一次
试渡 ，除 4 个群众方队共 320 人横渡长江外 ，还将
挑选 5 男 5 女共 10 名运动员参加抢渡赛 ；三是 7
月 9 日 ，20 名选手参加抢渡长江挑战赛 ，6 个群众
方队共 480 人横渡长江 ，进行第二次试渡 。

21 支武汉市外方队加盟渡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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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 记者李葳

1、武夷山方队
2、潜江方队
3、苏北联盟方队
4、柳州方队
5、上海方队
6、四川联盟方队
7、北京方队
8、河北省方队
9、南京方队
10、新乡方队
11、合肥方队

12、太原方队
13、南昌方队
14、温州方队
15、广东方队
16、天津方队
17、EMBA 中国方队
18、长沙方队
19、西安方队
20、湖北省方队
21、港澳台方队
横渡成功胜利登岸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