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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第十八届环湖赛聚焦第十八届环湖赛特刊特刊

7 月 21 日，环湖赛第八赛段顺利结
束。从比赛开始至今，车手们领略了富
有现代气息的西宁，走过了高原小江南
贵德，在梦幻般的青海湖畔骑行，也体验
了在高原跋山涉水的艰辛。

走过 18 年的不凡历程，环湖赛吸引
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目光。今年，环湖赛
以更加绚丽的姿态，呈现在世人眼前，让
全世界人民感受环湖赛的魅力。

赛事水平不断提升

环湖赛结束了本届赛事最难的一个
赛段，至此，赛程也过了一大半。环湖赛
总裁判马吉德·哈希姆·柯兰颇有感触地
说，环湖赛是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自行
车比赛之一，最大的特点在于丰富多样
的赛段。环湖赛适合各种类型的选手，
无论是冲刺型，还是爬坡型等等，都能在
环湖赛的舞台上一展身手。

“毫无疑问，环湖赛是亚洲最高水
平、最有份量的赛事，更加难能可贵的
是，环湖赛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竞赛水
准、服务水准，我知道在这背后，许多工
作人员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都很辛苦，
所以，我相信，环湖赛今后必定能在国际
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办越好。”马吉
德·哈希姆·柯兰说。

环湖赛从 2002年创办首届一直到今
天，赛事播报邱基金见证了环湖赛的成
长。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每年 7 月都会
来到这里见证赛事一年年的成长、壮大。

裁判、药检、赛事播报、顾问……虽
然邱基金每年来环湖赛的身份都不同，
但由于身份特殊，邱基金的作用更像是

“纽带”，连接国际裁判与国内裁判、车队
等各个环节。再加上自身对自行车的热
爱与专业，邱基金对于赛事的认识格外
深刻。

他认为，环湖赛的线路选择、赛段设
置都符合国际自盟的要求，而且越来越
成熟。“但是不能说是完美的，比如今天
的补给点设置不太合理，我们和组委会
沟通之后，马上就调整了。”虽然在细节
方面有瑕疵，但是，组委会一直保持着虚
心听取意见、不断追求进步的态度，这也
得到了邱基金的肯定。他表示，这才是
一项十八年的亚洲顶级赛事应有的风
范。

环湖赛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特
点，使得比赛尤为精彩，观赏度高。邱
基金说，环湖赛依旧保持着它的特质，
独有的难度，高海拔缺氧的挑战以及环
湖线路中侧风的挑战，让参赛队伍意犹
未尽。

“艰苦!”这是第八赛段赛后记者听到
车手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环湖赛很多
参赛队领队和队员们纷纷表示，环湖赛
的确非常艰苦，但也是非常难得的锻炼
车队的好机会，经历了在这里的高海拔
考验，车队和队员们信心倍增，以后有机
会走上更高级别的赛场，相信海拔已经
不是困扰车队的主要问题。

推动中国自行车运动发展

在环湖赛的影响下，青海、甘肃、宁
夏相继成立了职业自行车车队，这不仅
增加了三省区群众对环湖赛的归属感和
认可度，也提高了环湖赛的关注度。以
天佑德车队为例，这支成立于 2007 年的
职业车队原本就是依托环湖赛而诞生
的。最初的运行模式是以省队为主，近
年来逐渐向市场方面转型，成绩进步飞
快。省体工二大队队长汪宪忠说，环湖
赛之后，本土车手快速成长，车队发展进
一步进入良性循环，激发了队伍的活力，
加速了车队商业化、市场化、职业化、国
际化进程。

邱基金认为，环湖赛就像一个缩影，
与中国职业公路自行车运动的发展相互
促进，“我想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中国的
自行车车队职业化水平已经有了一定提
升，环湖赛对于国内车队来说，既提供了
展示的机会，也得到了历练，一次大赛对
车队实力提高有很大的作用。”邱基金
说，从成绩来看，青海、甘肃、宁夏的三支
东道主车队在职业化进程中步伐更快，
这离不开环湖赛的带动作用。

邱基金坦言，国内车队的水平与欧洲
队伍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能与国外的
一些顶级强队较量，对车队实力的提高有
很大的作用。他觉得，一场比赛的作用，
要远远大于几次高强度的训练，只有经过
大赛的磨炼，才能成功跻身强队的行列。
他还说，环湖赛初期，中国没有一支职业
自行车队，到如今的十余支自行车队，再
到举办数十项公路自行车赛，环湖赛带动
了整个中国的自行车运动。

赛事宣传再上台阶

“传媒升级是本届环湖赛的一大亮
点。”省体育局局长尕藏才让表示，今年
环湖赛在继续重视主流媒体宣传的基础
上，引入一些自媒体，成立融媒体中心，
改变过去很多媒体单打独斗的局面，把
赛事的更多经典画面和亮点传播出去，
赛事宣传比以往更具穿透力和传播性。

说起环湖赛的宣传工作，环湖赛组
委会宣传组组长、省体育局对外交流合
作处处长宋爱军感触颇深：“如今，环湖
赛宣传报道的内容日益丰富，深度、广度
不断增强，宣传工作越来越成熟，不断走
向规范化、专业化、国际化。”

环湖赛作为国内顶尖、世界知名的
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迎来了十八岁的
成人礼。为了增强对赛事的传播，满足
车迷需求，环湖赛组委会办公室宣传组
联 合 国 内 专 业 直 播
团 队 以 及 专 业 自 行
车媒体，组成环湖赛
宣 传 组 融 媒 体 中
心。截至 7 月 18 日，
环 湖 赛 网 络 直 播 新
媒 体 累 计 阅 读 量 达
8603 万人次，微信、
抖音、快手等网络平
台发布、点赞、参与
度持续增高，网友对
赛事讨论热烈，为环
湖赛更广、更快传播
助力。

据了解，融媒体
中 心 组 建 了 以 新 华

网为主的直播团队，采用 5G 无线图传，
利用高清数字直播车、无人机导航车等
设备确保比赛现场拍摄有序进行，保证
本次比赛全程视频呈现。

此外，环湖赛组委会在 20 多家网络
媒体、多家本地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多
渠道、多角度、全覆盖直播。在环湖赛 13
个赛段的比赛中，青海省广播电视台承
担开幕式及 4个赛段的直播任务。

“为了把更好的画面提供给观众，我
们在赛事直播中采用‘5G+4K’传输模式，
通过新兴技术，将高清转播车、高清卫星
车运用到直播当中，让直播画面更加精
准。”青海广播电视台副总工程师李小宁
说。

本届环湖赛首次进行全程网络直
播。比赛在青海境内有 8.5 个赛段，青海
移动与青海电信根据比赛线路，结合历
年保障情况，完善了今年环湖赛通信保
障方案，引入 5G网络，优化 4G网络，为赛
事融媒体直播提供了网络保障。

“每年赛事期间，我们都能看到来自
世界各地的媒体，他们中有传统的平面
媒体、电视媒体，也有网络媒体、自媒体，
还有专业的自行车媒体，多视角、全方位
为环湖赛加油助威。”宋爱军介绍，经过
多年参与和历练，各媒体团队也愈加成
熟。

环湖赛规格高、挑战难度大，极具吸
引力。不仅是中国公路自行车标杆赛
事，纵观世界公路自行车赛事，环湖赛所
拥有的特质也是世界任何环赛所无法复
制的。环湖赛作为具有世界眼光、国际
标准、中国特色的国际品牌赛事，应当被
全世界所关注。

宋爱军表示，今年环湖赛拓宽了国
外宣传渠道，与欧洲等地区的多家传媒
机构合作，让赛事传播更加广泛。“通过
各种渠道使国内外观众获得视觉上的享
受，感受到这场自行车盛宴，更让全世界
人民了解环湖赛，看到了青甘宁三省区
壮丽的自然风光、发展成就。”

宋爱军说，宣传推广作为环湖赛组
委会工作的组成部分，必然将和赛事一
起更加成熟。今后，环湖赛宣传推广将
不断拓宽渠道、提档升级，将这项赛事更
好地向全世界推广和宣传出去。

环湖赛加速中国车队职业化
本报记者 李占轶

本报讯（记者 纳玉堂）7 月 21
日，门源回族自治县青石嘴镇街头，
来自门源县第一完全小学的鼓号手
们顶着雨，吹着冲锋号，擂响奋进
鼓，喜迎环湖赛健儿的到来。

“我是第一次参加环湖赛鼓号
队演奏，特别开心，也非常激动。”来
自门源县第一完全小学三年级的小
号手马蕴雯说，为了迎接环湖赛来
到家乡，早在十多天前，在学校的统

一安排下，他和同学们认真练习。
当日，他们统一着装，用最好的精神
状态喜迎环湖赛健儿的到来。

车队即将抵达终点时，他们排
成方队，在指挥下，击鼓奏乐，用青
春的活力和昂扬的斗志展现了少先
队员的精神风貌。当车队经过时，
为各国运动员加油，他们清脆的口
号声，引起车手们的注意，不少车手
向他们竖起大拇指。

车手向他们竖起大拇指
本报讯（记者 李占轶）最近，环湖赛的

视频引爆了微信等社交平台。随着环湖赛
线路不断延伸，沿途的各族群众以不同形
式关注环湖赛、了解环湖赛。

环湖赛车手每到承办地比赛，热情的
群众纷纷用手机拍照留念。在网络发达的
今天，各地群众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将环
湖赛场上的精彩片段以直观、快速的形式
传播到网络上，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7月 20日，第七赛段海晏个人计时赛举
办时，当地负责赛道安全的工作人员在赛
道旁一边高喊加油，一边跳起锅庄。这条

短视频被许多人在微信、抖音、快手等平台
转发，许多人还配上了这样的文字——“这
就是热情的青海人！这就是环湖赛！”

记者在微信里看到，不少网友将拍摄
的环湖赛视频传到朋友圈里。西宁市民杨
先生说，现在通信工具广泛普及，市民能从
更多渠道获得环湖赛的相关情况。手机传
播速度快，能在短时间内让更多人了解和
关注环湖赛。在抖音话题排行榜里，“青海
环湖赛”网络关注度极高。另外，不少市民
通过快手等平台，现场直播环湖赛赛况，赢
得更多网民的关注。

环湖赛引爆社交网络

群众欢送车队。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

7 月 21 日，“天佑德杯”2019 第十八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迎来了第八赛段
西海镇至青石嘴的比赛，这是本届比赛青海境内的最后一个完整赛段，也是最长的一
个赛段。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