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www.irs-az.com

十七个火热的日子

运动

摄影 ：西尔盖·奇夫琳，安得烈·果罗瓦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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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欧洲运动会于

2015年6月12日至6月28日

在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市

举行。 辉煌地举行了第

一次欧洲运动会，阿塞拜

疆向全世界展示了其组织

能力和国家的经济实力，

并表示准备在各领域全方

面向国际合作。

明显可见，来到巴库参

赛的运动选手和游客们，

在离开阿塞拜疆的时候是

那么的依依不舍。巴库

这座神奇的城市征服了他

们的心，使他们爱上了这

里。巴库如此巧妙地做到

了，让人终身难忘。在这

运动比赛的快乐节日里，

参赛者和游客自然地，终

身地迷恋上巴库，就像爱

上体育比赛一样，除此之

外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比喻

了。

对于参加欧洲杯运动会

的参赛者和观光者来说，

给他们留下最深刻的，最

令人难忘的第一印象，是

巴库的空中大门盖达尔阿

利耶夫国际机场。2015年

6月初，就是在这里迎接

他们的到来。也是在这里

欢送比赛后的他们。巴库

机场称得上是世界最好机

场之一。它即漂亮又宽敞

而且还很舒适，从地下技

术室到四楼全部设有最先

进的现代设备，以接送

世界各地的数以万计的

乘客与物品。几十家国外

公司的飞行航线通过这个

机场作为客货枢纽机场。

这里拥有基于客运航空的

国家航空公司- “阿塞

拜疆航空公司”，并拥

有该地区最大的货运航空

公司- 阿塞拜疆公司丝

绸之路西航。英国咨询公

司Skytrax授予盖达尔阿

利耶夫国际机场的最高等

级“4星级”。并且该评

级机构评估-AZAL航空公

运动



www.irs-az.com 7

司的服务质量也为四星

级。

但是，机场对于欧洲

运动会的客人只是一个序

曲，随后的巴库市，作为

交响乐的主旋律，在充满

力量中响起，沿着平坦的

豪华公路行程半小时后，

通过从城市与机场区分的

橄榄树种植园。很难相

信，在三年前，这里曾是

一个荒芜的沙漠和水中布

满了黑黑一层膜的湖泊，

是阿布谢隆半岛开采石油

150周年后留下的荒凉遗

迹。

阿塞拜疆首都举办了第

一届欧运会，这个城市，

带着古老而神秘的过去，

光明与美好的今天，是一

个令人惊奇的城市。超现

代建筑区的露天剧场从蓝

晶巴库海湾崛起，欧洲最

长的束带宽海滨长廊，街

道和广场相间的绿色公园

和花园，在那里众多的喷

泉日夜流水。巴库的博物

馆和图书馆保存独一无二

的珍品，在它的剧院和音

乐厅的舞台上，世界上最

著名的艺人曾在此演出，

陈列馆展示着著名艺术家

和雕塑家的作品。

巴库的心-老城区。这

座建于中世纪的古城，七

十米高城墙顶部四周成齿

装造型。它保存的如此完

好，如此有历史价值。并

已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

遗产，就像在这里的宫殿

希尔凡沙阿一样，也同样

被列入人类世界文化遗

产。几乎在老城区的每条

狭窄的胡同里都有咖啡馆

和餐馆，您可以在这里享

受到无与伦比的阿塞拜疆

烤肉串和美味可口的芳香

羊肉饭，之后还可以享受

一杯香浓可口的好茶。而

旁边同样小型的店，陈列

着各种五彩缤纷图案的民

族丝绸披肩凯洛格、地

毯、铜和陶器等商品。给

来巴库参观的游客选购纪

念品提供了不同选择。

一千多年前直到我们这

个时代，从海古城围绕着

2015 年 冬季刊 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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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塔，巴库人民以圣女

塔为自豪的程度是不会比

比萨斜人留下的钟楼少，

直到现在，它被认为是一

个并且是这个城市唯一的

象征。但在几年前，在巴

库按照扎哈·哈迪德项目

建成的神奇的的宫殿- 海

达尔·阿利耶夫中心，这

个宫殿被专家们称为建筑

的奇迹。如今，这就是阿

塞拜疆首都古代和现代的

两个标志- 也是成就巴库

五百年历史的两个标志。

巴库–这里有现代化

国际酒店，有上百个超市

和精品店，宽广的公路和

便利的立交桥，公共交通

运行良好，异常美丽的地

下交通枢纽。这个城市在

过去十年已经形成了多层

次，广泛的旅游基础设

施，能同一时间容纳数以

万计的游客，过去的时间

里在巴库举办的“欧洲

歌唱比赛—2012”证实了

这一点。那时在阿塞拜疆

首都迎来了四万多名闻名

而来的当代人士。这座城

市接纳、安排、款待了他

们，让所有游客和参赛者

都感到满意。并且巴库具

有举办体育论坛的经验。

自2002年以来，阿塞拜疆

成为了三十六次国际比赛

的“东道国”。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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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欧运会，这已

经是另一个转变规模！不

包括观众在内,仅仅运动

员预计至少有六千人。与

此同时，所有准备工作不

少于两年的时间。奥林匹

克身份竞赛的组织，最少

七年的准备时间。但是，

巴库打破所有前所未有的

记录。巴库奥林匹克体育

场，以陶菲克·巴赫拉莫

夫命名的国家体育场，以

盖达尔·阿利耶夫命名的

国家体操赛场，水上运动

中心......而最重要的和

重新设计的总的建造了18

处宏伟的体育设施，其中

每个建筑的思路都是奇迹

的和包含最先进技术的。

两年前，阿塞拜疆承担

着巨大的任务--推出一项

新的国际体育项目制定的

标准，建造的质量高于制

定的标准，并且最好是高

于现有的-美国，亚洲，

甚至非洲的。并在全国拥

有应对。“这是一个将让

未来所有欧洲比赛为榜

样的比赛”-“巴库-2015

年”欧洲奥委会主席帕特

里克·希基给予了这样的

评价。

4月26日在古老的阿塔

斯佳的寺庙里，阿塞拜

疆总统伊利哈姆 阿利耶

夫，从这里燃烧了很多

个世纪的火焰上，点燃

了欧运会历史上的第一

把火炬。然后,火炬手历

经5500公里的里程，携带

火炬穿越阿塞拜疆所有地

区，在6月12日，把圣火

带到了巴库欧林匹克体育

场，在那里，近七万观众

用热烈的掌声迎接了他。

在巴库举办的第一届

欧运会开幕式，景象魅力

上达到了奥林匹克最好的

水平，据观众称，这是不

逊色于最近的体育论坛索

契。庆祝活动不仅是一个

2015 年 冬季刊 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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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仪式：他宏伟而又

多姿多彩，热情而又美好

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国家主

体育场。

在这个庄严的重大仪

式上出席的贵宾有：土耳

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

埃尔多安，俄罗斯总统弗

拉基米尔 普京，白俄罗

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

科，摩纳哥王子阿尔贝二

世，国际奥委会托马斯·

巴赫，欧洲奥委会主席帕

特里克·希基的总裁，许

多的看台给了在场代表

欧洲和亚洲各个政治和社

会组织的官员。他们会见

了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伊

利哈姆 阿里耶夫和“巴

库—2015”组委会主席密

赫历班·阿里耶夫，感谢

他们的努力，组织了这次

杰出的体育盛会。

世界上最有传奇色彩运

动员之一，第一届欧运会

火炬手残奥会的双冠军，

两届世界冠军，五次欧洲

冠军伊利哈姆·咋给耶

夫，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下

带领运动员进入体育场。

接着运动员的游行就开始

了，按照传统，首先进场

的是代表奥运会故乡的希

腊代表团，接着的就是东

道国阿塞拜疆代表团，那

一天，在场上有那么多美

妙的年轻人！来自欧洲各

地的运动员都有着愉快灿

烂的面孔。

在 第 一 届 欧 运 会 中

最 大 的 代 表 团 是 欧 洲

东 道 主 国 家 的 阿 塞 拜

疆 ， 其 次 是 俄 罗 斯 和

德国。他们代表团的成

员人数，分别为28 9， 

359和266位运动员。他们

中许多人都曾经是欧洲、

世界和奥运会的冠军。但

也有很多年轻人和团队，

来到“巴库2015年”是为

了有机会表达自己对于体

育运动的理想。

总体而言，在看台前走

过的欧洲五十多个国家和

以色列共六千名运动员。

他们中的150人是奥运奖

牌得主，以及200人是世

界冠军。最后，是历史性

的时刻。阿塞拜疆共和国

总统伊利哈姆 阿利耶夫

宣布第一届欧运会开始。

然后开始动人心弦的开幕

式表演，参加人数超过两

千人，来自28个国家超过

运动



www.irs-az.com 13

三百个艺术团体。这是唯

一在演出的范围内，包括

相关的各种古代历史和阿

塞拜疆丰富的文化主题。

甚至是由女性穿着民族服

装进行的舞蹈形式，演变

成复杂的、图案闻名世界

的阿塞拜疆地毯。当然，

在舞台上出现了阿塞拜疆

最伟大诗人尼扎米·甘哲

夫作品的主角形象，他的

作品创造的价值，是人类

最伟大的遗产。

著名阿塞拜疆歌手阿

利姆·噶森莫娃用他迷人

的声音，唱响起二十世纪

最伟大的作曲家于泽尔·

哈策贝育夫，卡拉·卡拉

耶夫，非克列特·阿米罗

夫的旋律。然后在体育场

上空准备了巨大成熟的石

榴，这是财富和生育能力

的象征，是生活在这个地

球上的人团结的象征。果

实张开，蜂拥而出数以百

计的红宝石颗粒-气球飞

走腾空而起。

神奇的图片在体育场

聚集的观众面前来回更

换：戈布斯坦岩石，显示

2万年以前，人们已经在

此安家落户；从地面打出

的，使得古老的旅行者称

之为的阿塞拜疆“光之

国”火焰;里海的水；里

海边上严厉的哈扎拉人，

这是强大的国家和帝国发

源地的海岸。体育场洋溢

着迷人的阿塞拜疆的曲

调，最后，数百名青年携

起手来，表演了舞蹈“雅

拉”-这是最古老的舞蹈

之一。

媒体认为，在

看台上的客人和

全世界数以万计

看了第一届欧运

会开幕式的电视

观众，将会久久

难以忘怀。

在第二天，运

动员就开始积极

参与。参加比赛

的运动员将争夺

20个运动项目的

253块奖牌。不

过，取得首金是

重要的，是每个

团队的光荣。按照比赛规

定，几乎同时开始的体育

项目是骑山地自行车和女

子铁人三项，女运动员获

得了金牌和银牌。

幸运的是，阿塞拜疆

2015 年 冬季刊 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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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观众的失望时期是短暂

的，就在同一天早晨，在

75公斤空手道比赛中，四

次世界冠军和九次欧洲

冠军的阿塞拜疆选手拉斐

尔·阿旮耶夫获得了冠

军，赢得了第一枚金牌。

这场胜利是象征性的，

预示着阿塞拜疆运动员在

这些项目里的不仅可以表

达自己，同时也展现自己

优越的技能在他人之上。

这是当然，关于武术，历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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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清楚地表明在阿塞拜疆

国内摔跤手是从没有绝迹

的。

摔跤运动，自古以来阿塞

拜疆是发源地之一，特别

被所有人崇尚。人们都知

道战士摔跤手，在街上

能认出他们，给予的关注

比流行歌星更多。他们的

比赛，被称为“祖尔哈

娜”，在一个特制的房间

以严格的规定和监管，由

被称为“穆尔须达”的

裁判来主持比赛。关于摔

跤的普及，按其对国家的

重要性来说，有这样的一

个事实：在萨法维时代 

（公元十四～十八世纪，

封建官僚等级到了前所未

有的地步，当时存在国家  

“拳击手”公职，即首席

拳击手。事实上，它是

2015 年 冬季刊 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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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体育部

长。

在阿塞拜疆这片沃土

上，诞生了伟大的运动

员。自二十世纪中叶，阿

塞拜疆选手在国际比赛

大声宣布了自己。他们多

次在欧洲、世界锦标赛和

奥运会上获奖。同时我要

指出的，在各类武术项目

中，女人也取得了惊人的

成就。在最近几年，她们

的表现丝毫不比男性差。

在巴库第一届欧运会

上，阿塞拜疆运动员在比赛

前展现了自己高超的技巧和

顽强的意志。重申了祖先遗

教的忠诚。在希腊罗马式摔

跤比赛中，拉苏尔·曲纳耶

夫和艾尔纹·穆尔萨列夫获

得金牌，拉菲克·胡色糯夫

和萨巴赫·沙利阿其获得银

牌，获得铜牌的是格桑·

阿列夫和艾丽曼·木和塔洛

夫。

阿塞拜疆队在自由式

摔跤比赛中获得了丰硕的

奖牌，多鲁尔·阿斯卡洛

夫、海达克·嘎基某夫、

密拉得·贝各·哈鲁茄嘎

尼、玛利亚·呲塔得尼克

和安若拉·斗罗港获得了

金牌，扎布拉耶鲁·哈萨

诺夫、哈哲·阿利耶夫、

扎马拉吉娜·玛格灭多

夫、和纳大丽喜尼笙获得

了铜牌。

空手道金牌得主阿依

汗·麻麻耶夫、菲尔多福

斯·非扎列夫、拉法爱丽

阿旮耶夫和伊丽娜咋列慈

卡，铜牌得主尼亚吉阿利

耶夫和伊拉赫嘎斯莫娃。

在跆拳道竞赛中被授予

金牌的是阿依汗·塔基咋

得，被授予银牌的是法丽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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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阿吉莫娃，而铜牌被

授予的是年轻运动员帕吉

玛特·阿巴卡罗娃。

运动员纳扎卡特·哈利

罗娃、伊斯拉姆·嘎斯莫

夫、阿秘力·嘎斯莫夫和

瓦西弗·萨弗尔巴耶夫在

桑勃式摔跤比赛中获得银

牌。

而在拳击中阿塞拜疆第

一队的达伊福尔·阿利耶

夫获得了铜牌名次。支持

他们更多突破的，是代表

金牌和奥运会主办国的-

阿尔汉·萨法罗夫和哈依

不拉·穆萨罗夫。安娜·

阿里马卢达诺娃、亚娜·

阿列克塞耶娃和麻古米得

拉苏·梅基朵夫获得女子

拳击比赛的铜牌。

这样的人才荟萃在阿

塞拜疆运动史上还从未见

过。当然，首先是巴库观

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拳击

比赛和柔道比赛中，但是

不少有趣的事发生在了另

一些体育项目上。

在明盖恰乌尔水上航

线，主办了赛艇和皮划艇

比赛，这些项目对阿塞拜

疆运动员来说是不容易

的。阿塞拜疆负责水上体

育项目的工作人员更不容

易。虽然各国代表队的成

员基本上是青年，但是为

争夺名次都不妥协。在进

程中也证明了，在赛艇比

赛中的匈牙利运动员，

他们成功获得了最多的奖

牌。而在他们之后紧接着

的德国运动员，也有出色

的表现。

当然，对阿塞拜疆在

欧运会中每一个项目上都

能取得成功的假定是幼稚

的。每个来巴库的运动

员，只要不是新手，他们

都是不会放弃奖牌的。

当萨维理 布涅头娃在

击剑比赛中取得银牌，谢

文诗布涅头娃取得铜牌的

时候，更高兴的是观众。

这场胜利是最昂贵的，因

为法国和意大利运动员在

击剑项目上拥有优势，女

孩们遇到了认真的对手，

所以在比赛中取得银牌和

铜牌是一个伟大的荣誉。

也许在巴库欧运会的

结果，以及他们的所有成

绩，甚至对于最敏锐的分

析家来说，也成为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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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事。如果俄罗

斯，以及一些其他体育强

国，在许多项目中都预示

着胜利，那么，谁也没有

预料到阿塞拜疆会取得这

样的成绩。其间，在压制

住对手对胜利的意志时，

他们队第一天就开始赢得

了奖牌。

“这是惊人的，”-一

些外国记者这样写道。 

“当然，”他们很熟悉迅

速发展的国家的情况，近

年来，在国内已建成四十

座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建

成数十家一流的体育设

施，开设了新的体育馆和

运动场。也就是说，对于

群众体育的发展已经打下

了一个坚固的基础。同

时，发掘出很多青年体育

人才，并教授他们所有精

细的技能。这一切都并没

有辜负期望。它显示在奥

运会的统计数据里。

在2004年阿塞拜疆有36位

运动员代表出席了雅典奥

运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上出席了44位，而在2012年

伦敦奥运会上出席了53位。

在伦敦奥运会团体比赛中

阿塞拜疆取得了第30位，以

及欧洲国家中的第15位。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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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举办的青年奥运会

中，阿塞拜疆队已经上升

到了第十位。在一些项目

中阿塞拜疆人已经跻身于

领导者，而其余的项目也

在快速提高其地位。

第一届欧运会证实了阿

塞拜疆体育不可否认的进

步。该国运动员在团体比

赛中成为了第二名，取得

了56枚奖牌，其中包括21

金，15银和20铜。在比赛

中统计出的这一令人惊讶

的结果，使阿塞拜疆和俄

罗斯、英国、德国、法国

这样强有力的欧洲运动国

家比肩而立。

在巴库的第一届欧运会

将标记为体育历史上最卓

越的成就之一。他们持续

17天，对于全世界观众来

说，这是真正的节日。

在火之国度的十七个火

热的日子，努力拼搏和出

色胜利的十七个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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