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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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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是世界上历时最长最艰苦的体育比赛之一！参赛船队由全球顶级
的水手组成，沿途停靠一些大城市。船队驾驶的高速赛船全程依靠风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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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喜欢冒险的人都参加了第一
届环球帆船赛，甚至包括一些并
没有航海经验的人！现在，这场
环球帆船赛吸引了全球最顶级的
的职业水手参加，有些人甚至参
加过奥运会！ 

你知道吗？

赛事更名

第一届怀特布莱德环球帆船赛的
冠军是一位叫做Ramón Carlín的
墨西哥人。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参
加了那届比赛，Ramon并没有很丰
富的航海经验，很多人甚至觉得
他的能力不足以参加环球比赛。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终

Ramon赢得了冠军！很酷是不是？

著名的瑞典沃尔沃公司（汽
车、卡车和客车制造商）买下
了比赛并且成为了该赛事的所
有者和主赞助商，因此赛事在
2001-02赛季更名为沃尔沃环球

帆船赛

比赛将会持续到整个学年，直到暑假结束！想象你每天
都在船上上课的情景吧

朋友商议的伟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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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sail around  
the World!

哥德堡

海牙

卡迪夫
纽波特

伊塔加

中国香港

中国广州

奥克兰
墨尔本

开普敦

阿利坎特

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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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将会去到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像冰冷的南大
洋，那里汹涌的海水威胁着船员的安全。船队必须要
避免撞上冰山，否则将有致命的后果。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将周游世界,在地图上可以看到，船队将停在全球的12个大城
市，从西班牙的阿利坎特出发，一直到2018年6月在海牙结束。哦！他们肯定会期
待着暑假的。

哥德堡

海牙

卡迪夫
纽波特

伊塔加

中国香港

中国广州

奥克兰
墨尔本

开普敦

阿利坎特

里斯本

你知道吗？

在南大洋有一个叫做尼莫点（海洋远极）的地
方，是海洋中间离大陆最远的点。船队从新西
兰去往巴西的路上会经过尼莫点。那里离大陆
的距离比距离宇宙空间站还远。你能找到那个
点在那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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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在沃尔沃环球帆船
赛官方网站

www.volvooceanrace.com
实时了解船队的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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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环球期间，船员们会遭遇不同的天气
情况，有时候海浪高达12米（比一个
四层的楼房还要高），伴随着飓风，
航行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这是个好问题！赢得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是许多水
手的梦想。就像登顶世界最高峰的珠穆朗玛峰，
或者赢得奥运会金牌一样。赢得冠军的时候，感
觉像站上了世界之巅。获胜船长的名字将被刻在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冠军奖杯上。

2014-15赛季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冠军正在庆祝胜利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在过山车
一样的帆船上航行8个月？
 

水手们还要小心海盗

今年的沃尔沃环球帆船
赛，有一名老将回归，
开始他的第八次赛事旅
程！这意味着他已经
环球航行了约400000公
里，超过
往返月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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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努斯·奥尔森(2008-09)

科尼利厄斯·范·雷斯肖滕(1981-82)

彼得•布莱克在1989-90年赢得冠军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冠军将一举成名。他
们被称为赛事传奇！在他们身上也发生
过很多传奇故事：

来自荷兰的传奇水手科尼利厄斯·范·
雷斯肖滕，绰号“荷兰飞人”，他是唯
一一位连续两次赢得环球帆船赛冠军的
船长。在一次比赛他中心脏病发作，但
他坚持了下来并且赢得比赛！

马格努斯·奥尔森是另一位来自瑞典
的传奇水手，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
参与了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六次参
赛，并且赢得了1997-98年的冠军。他
还是2014-15赛季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爱
生雅女子队的教练。

他参了前五届赛事，并且在1989-1990年
取得冠军，实现他一生的梦想！现在他
的儿子詹姆斯·布莱克追随着父亲的航
海脚步，成为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的随船
记者。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的传奇故事

彼得·布莱克爵士来自新西
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水
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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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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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3年起，已经有超过100名
女水手参加了怀特布莱德&沃尔
沃环球帆船赛，其中有的女船
长还率领全女子队参加比赛。

在本届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中，
来自英国的迪·卡夫瑞将率领
一只男女混合的船队代表塑战
队参赛。

今年的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有一个向经
典致敬的特别赛段。从瑞典哥德堡到
荷兰海牙的最后一段比赛中，一些参
加过怀特布莱德环球帆船赛和沃尔沃
环球帆船赛的船员和赛船将会参加这
一赛段比赛。你觉得他们可以和现在
的沃尔沃赛船一样快吗？

猜猜这些船员现在多大了？（提示一
下：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始于40多年前
哦！！！）

照片：珍•艾德尼/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传奇赛



帆桁

桅杆

主帆

舵柄

船舵

龙骨

船身

船首斜桁 

船长20米=5辆汽车的长度 船重12500公斤=12条大白鲨 最大的帆面积 420平方米=接近一
个篮球场的面积

赛船

沃尔沃远洋65型赛船

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船员们将在一种特
别的船上“安家”。所有船队使用同样
型号的船，称为“沃尔沃远洋65型”！
沃尔沃远洋65是竞赛用船，速度和安全
是主要考虑因素，因此船上没有任何奢

侈设施。他们只能挤在吊床上，头脚相
连，睡在一起。船上只有一个洗手间，
所以有时候船员会在船尾解决个人问题

9

桅杆高度31米=7辆双层巴士
的高度

最高船速40节／74公里每小时 =
猎狗奔跑速度

龙骨的重量=3只犀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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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想象一下你和家人开着房车要参加一场
长途比赛，你们总是要经过陡峭的山
路。你和你的家人日夜开车，分秒不
停，尽量跑出最快的速度。有时候你们
需要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开慢一点。一路
上不开车的家人在车内休息，收拾车
子，做饭，吃饭，睡觉洗澡。然而，情
况不会一直这样美好，可能路上一直是

很颠簸的，甚至会把你从床上巅下来，
或者打碎你厨房里的瓶瓶罐罐。你可能
会经常晕车，但是为了比赛你不可以慢
下来。你需要和车里的所有人互相帮
助，友好相待。不到比赛结束，你们都
要生活在一起。这样的生活就和沃尔沃
环球帆船赛很像了，每一天24个小时，
都在海上航行，比赛，从不停歇。

照片：弗朗西斯科•维格内尔/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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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这就是沃尔沃环球帆船赛船员们在比赛中
的工作模式，会一直持续到他们靠岸！你
能想象一次只睡3-4个小时的生活吗？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船员在比赛开始前几个月开始训练。
他们控制自己的饮食，吃很多健康的食物，在健身房做
大量的训练来增强体力。船员们在船上通常是4小时轮
班工作。

4小时在甲板上升帆，掌舵

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帮助甲板上的工作

4小时睡觉

周而复始

船上没有淋浴，
所以船员们用雨
水或婴儿湿巾来
清洗！
长期的潮湿环境
让他们在海上有
时候会得一种发
痒的皮疹，叫作
点状博蒂！

照片：热雷米•勒科代/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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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宇航员类似，船员们在船上大多时候吃的是干
冻食品。这些食品的重量很轻，只需要和热水混
合就可以成为一餐，所以很适合帆船比赛。干冻
食品营养丰富，但在海上呆了几周后，大多数船
员都已经吃腻了，所以回到岸上后，船员们非常
喜欢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饮用水很重，船变重速度就会慢下来。因此，船
员们不能在船上携带饮用水。他们必须通过淡化
海水来获得饮用水。

船员们每天需要吃大量食物，相当于陆地上两倍的热量，才
能保证他们精力充沛，保持在海上最佳的竞技状态。他们每

天的饮食相当于吃了十二份牛排！

很久以前，旧式船只运送货物的时候，水手们往往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新鲜
食物而经常出现坏血病，这使他们失去了牙齿和头发，在这种情况下最终死

于营养不良

感谢医生们找到了治愈的方法，那就是维他命C
水手们吃什么才能避免可怕的命运呢?

你知道吗？
绝大部分人在家时每天的

用水量接近150升。

他们晚餐吃什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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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船员每人
全程只能带一
套换洗衣服

船员们的衣服有三层

• 内衬
• 保暖层（保持身体的温度）
• 高级防水层

船员们们的衣服必须全部由透气材料制成，确保身体干
爽温暖。遇到寒冷潮湿的天气，还要加上靴子、氯丁橡
胶帽、滑雪面罩、手套和头盔。如果天气炎热，他们会
穿短裤、T恤、太阳镜、软运动鞋并涂抹大量的防晒霜。

他们穿什
么衣服？

照片：马特•耐顿/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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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是指在赛船上的工作团队。每个成员都会有不同的工作，团队分工明确才能确
保在比赛中表现得更好。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是对团队协作的一次极大考验。

船长 

船上的领导者

舵手

与缭手配合，保持船速

前甲板手

在船头工作，确保船换帆
时迅速流畅，使得船尽可

能快速航行

随船记者

随船记者是媒体多面手，他
们在比赛中跟随船队并向全
球数百万粉丝分享船上的故

事和动态。

导航员

收集风和水流信息，规划
最快的航线

缭手

负责在航行中控制和
调整船帆

全体船员上甲板！
帆船运动是一项庞大的团队合作运动，帆船转向时更是如此。船员们必须一起搬运船上重

达两吨的的帆和各种装备。这就像在船上移动一只大象一样！

船员们的工作都有哪些？

14



本届赛事必定
精彩绝伦！共
有来自世界各
地七支伟大的
船队参赛。

曼福队（西班牙），船长哈维·
费尔南德斯

新鸿基/scallywag队（中国香
港），船长大卫·威特

塑战队（联合国），船长迪· 
卡夫瑞

布鲁内尔队（荷兰），船长布
维·贝金

东风队（中国），船长夏尔·戈德
赫里埃

阿克苏诺贝尓队（荷兰），
船长西蒙·蒂安蓬

维斯塔斯11小时队（美国/丹
麦），船长查理·恩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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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船队的船
员来自世界各
地，每个赛
段，每个队都
会派出7-10人

参赛。

今年参加比赛的有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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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经过的海域通常是一望无际的蓝
色海洋或暴风骤雨的海面，但船员们还是可以看到
一些非常有趣的海洋动物，如海鸟、鲨鱼、海龟、
鲸鱼和嬉戏的海豚，海豚有时会和赛船同行！

不幸的是，海面上场景不总是这样美好。有时候海
中可能有许多塑料和垃圾。

塑料污染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必须一起努力解
决它！

船员们能在海上看到哪些
生物呢？

你知道吗？
海里的物种比陆
地上还多！每年
都有新的海洋物
种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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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海洋塑料
污染的问题，请关注我们的
下一个话题，你将了解塑料
垃圾是如何出现在海洋的，
以及塑料垃圾在海洋里都发

生了什么。

海洋是我们的赛场

我们的比赛热爱海洋，海洋是我们的赛场就像
操场一样。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子孙后
代，我们需要还大海一个干净自然的环境。

和全球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一起，参与我们的
这个课程，你，也是在为海洋健康出力！通过
我们的课程，你可以学习了解自己的哪些日常
行为能够帮助维持海洋的清洁。让我们一切携
手，为了扭转塑料污染发展趋势而共同奋斗！
这是一场没有起跑线的比赛，让我们行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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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甚至不必到海上去，一样可以感受到沃尔
沃环球帆船赛的精彩！每艘船都配有随船记
者，他们会拍摄照片和视频来记录下比赛的
精彩瞬间。这些照片将由卫星传送回陆地，
我们也因此能够看到比赛以及船上的生活。

随船记者的工作非常艰苦特别是在大风大浪
时，但同时又充满乐趣。他们能够见证妙不
可言的海上生活并且到达人迹罕至之处！

你知道吗，
我们在家也可
以看到沃尔沃
环球帆船赛

从船上发出的每一张图片，
都要穿越37000km进入外太
空国际海事卫星网络，之后
才发送到我们的屏幕上呈现

给大家。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教育项目 

小册子 主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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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吉祥物

智慧鸟档案

海鸟：黑背信天翁

工作：帆船赛吉祥物

地址：太平洋中途岛环礁

年龄：60岁以上

天敌：长线钓鱼钩，海洋塑料污染

我们的使命：解救智慧鸟和她的家人

嗨，大家
好，我是智
慧鸟

现在就开始吧？

下一步是？

我们准备了冠军挑战任务，完成清单上的
冠军挑战任务，你可以知道自己对沃尔沃
环球帆船赛了解多少！

海洋塑料污染是什么？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www.volvooceanrace.com/education

水手们相
信，信天翁
是葬身大海
的水手的灵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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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帆船单词表：

船头：船的前部

船员：作为团队，一起在船上工作比赛的人。

全球：环绕地球

冰山：船员们能在在南大洋中看到的大块浮冰。

营养不良：一个人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或健康食物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

吉祥物：信天翁是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的吉祥物，能给比赛带来好运。当船员们在海上看到信天翁

时，他们会觉得幸运就要降临！

桅杆：从船上伸出的高高的杆子，用来支撑主帆。

塑料：一种从石油中用化学方法提取的材料，用来制造许多物品。塑料质量轻，不易破碎。

污染：有毒或脏东西污染水，空气，或土地 例如：烟雾、塑料、污水

左舷：站在船上从后向船头看，左舷是指船的左侧

船长：船队的领导者，要与导航员紧密配合配合，为赢得比赛做出最佳决定！

南大洋：环绕南极洲的海洋

可持续性：能够在不损失或严重破坏自然资源或环境的情况下保持平衡。

右舷：站在船上从后看向船头时，船的右侧

船尾：船的尾部

直立：船保持在水中不倾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