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竞技表演赛

夜间演出

奖金 - 赛制
• 来自全世界的 20 名顶尖牛仔有资格参与 6 大项目的竞争：骑有鞍野马 (Saddle Bronc)、骑无鞍野马 (Bareback)、
骑蛮牛 (Bull Riding)、套牛犊 (Tie-Down Roping)、扳小牛 (Steer Wrestling) 以及女牛仔绕木桶 (Ladies Barrel
Racing)。

• A 组于牛仔节的第 1-4 天比试，B 组于第 5-8 天比试。
• 每天都会举办全新的牛仔竞技比赛，每个项目的奖金为 $17,500。
• 这两组中每组的前四名奖金获得者有资格参加周日大决战（Showdown Sunday）的总决赛。
• 各组的其他参赛者则可参加周六复活赛（Wild Card Saturday）战赢得第二次机会。
• 周六复活赛（Wild Card Saturday）的前两名参赛者有资格参加周日大决战（Showdown Sunday）。
• 在周日大决战（Showdown Sunday）当天，10 名半决赛选手进行比拼。赢得最高分或用时最短的前四名进入决赛最后一

这项独特的连场演出于每晚的 7:45 举行。嘹亮的喇叭声宣告着 GMC 牧场大赛马（GMC Rangeland Derby）的正式开
启，在此期间将会举行 9 场预赛，每场均有 4 辆四轮篷车参加。现场欢呼雷动，轰动程度不亚于里氏大地震。当最后
一辆四轮马车轰隆隆驶过终点线，TransAlta 大剧场表演 (TransAlta Grandstand Show) 马上拉开帷幕，这里有令人
惊叹的表演技艺、世界顶尖的音乐、优美的歌舞曲、惊人的绝技、世界一流的焰火表演和迷人的布景，精彩纷呈，令人
目不暇接！

牧场大赛马规则
比赛规则很简单。挑选 4 匹纯种马组成一队，驾驶一辆四轮篷车，在木桶处让马匹停下来。当 2 名副骑手赶上马车队
并放好炉子时，确保马匹保持安定，然后等待开始的号角响起。要参加 GMC 牧场大赛马（GMC Rangeland Derby），密
切合作与精确协调十分重要。比赛过程中不容出错，一旦出现失误，则可能无法获得第 10 天总决赛 $150,000 的奖
金。这些小细节使得要想准确无误完成 10 天的比赛变得十分困难。要想正确迅速地完成比赛，并且确保能够进入前 4
名，就必须避免罚时。以下是最常见的一些罚时情况：

轮（Showdown Round）。

• 前四名参赛者将使出浑身解数，争得第一名 $100,000 奖金和卡尔加里牛仔节（Calgary Stampede）冠军的称号。
• 这是一次牛仔技艺的真实对抗，也是精英运动员与顶级牲畜间的直接较量，形式精彩、奖金丰厚，这就是卡尔加里牛仔
节狂野牛仔竞技 (Calgary Stampede Rougher Rodeo)。

副骑手
炉子脱离地面

1秒

副骑手未能正确完成 8 字图案

1秒

副骑手撞倒木桶

每个木桶

2秒

副骑手遗漏了木桶

每个木桶

2秒

副骑手在马车队之前完成

2秒

副骑手未能及时完成

1秒

副骑手未能完成比赛

2秒

四轮马车
起跑犯规或是导致其他人起跑犯规
在喇叭（开始号声）响之前抢跑

套牛犊
自 20 世纪初期至今，套牛犊一直以来都是最具专业技
巧的活动。它是牧场每天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技术娴熟
的套绳者备受推崇。套牛犊不仅需要牛仔与工作马匹的
无间合作，还需要牛仔具备出众的手眼协调性。
在当今的竞技场，牛犊总是先行一步。当牛犊冲出栅
栏，冲断绳索，牛仔便可以入场了。如果套绳者过早上
场，比牛犊先行冲出栅栏，那么他将会被罚时 10 秒
钟。一旦牛犊被绳索套住，参赛者需要等他的马匹停下
脚步，然后跳下马，跑向被套的牛犊，迅速将其放倒，
并捆住牛犊的 3 条腿。在这个过程中，他的马匹需要自
主控制步速，确保绳索紧绷。
当套绳者将双手举起，示意动作完成后，计时停止。此
时，牛犊仍然处于捆绑状态，举旗员查看捆绑情况后，
计时生效。竞技场助手立即进入场内，给牛犊松绑。任
何不必要的粗暴行为都会导致取消比赛资格。

骑无鞍野马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无鞍骑乘的装备和骑乘方式几经
变换，但其本质并未发生任何变化。牛仔握住带定制贴
合扶手的皮革索具，双脚尽可能地往前伸，然后转动马
刺，使其朝向索具方向。在一场精彩绝伦的无鞍骑乘过
程中，骑手会感觉自己就像是被龙卷风席卷而去。
无鞍骑乘是一项对体力要求很高的活动，充分考验牛仔
的力量 — 他需要用骑乘的那只手臂承受马匹的大部分
力道。根据马匹和骑手的表现，这项比赛的总分为 100
分。裁判根据骑手在骑乘时展现的控制力和策马起伏技
巧对骑手进行评分。一名骑手根据马匹动作协调身体起
伏的表现越好，他的得分就越高。
如果牛仔没能在马背上坚持 8 秒钟，或是用他空闲的手
触碰了马匹、他自己或是装备，都会被取消无鞍骑乘比
赛的资格。

扳小牛
要想成功扳倒小牛，时机的把握、身体的协调性和力量
缺一不可。摔跤手必须让小牛先行，待其跨过计分线，
才能自行上场。否则栅栏将被冲破，摔跤手将被罚时 10
秒钟。
虽然扳小牛不是一项团体活动，但是参赛者很大程度上
需要依赖他的副骑（另一名骑手，负责确保小牛沿直线
奔跑）。在小牛狂奔时，参赛者骑马赶上，然后让马匹

放缓速度，侧身去够小牛的头部。参赛者用右臂死死抓
住小牛的右角，然后用他的左手去够小牛的下颌。一旦
双脚落地，参赛者需用力蹬住地面，减缓小牛的去势，
并将其侧翻在地。这是所有计时活动中用时最短的一
项，所以千万不要眨眼。

1秒
最少

1秒

马车未能停在最后一个木桶的右侧或是左后车轮的轮毂超出最后一个木桶的右侧， 最少
和/或马车在喇叭响之前移动超出了木桶所在位置
马车完成沿木桶转弯后炉子未能放置在行李架上（如果炉子是在放到行李架上之后
掉出车厢，则无需接受惩罚）

1秒

马车未能按 8 字图案行驶

5秒

2秒

马车撞倒木桶

每个木桶

5秒

马车遗漏了木桶

每个木桶

10秒

马车互相干扰（视严重程度而定）

最少

1秒

在 1967 年前，扳小牛活动的前身是装饰小牛（Steer
Decorating）— 牛仔从马背上跃下，抓住牛角，然后在
牛角上系上松紧缎带。

骑有鞍野马
时尚、优雅、平衡、节奏等词语完美诠释了有鞍骑乘
（Saddle Bronc）。骑手利用马匹笼头上的缰绳，帮助自
己坐得更稳。他会根据所骑马匹的跳跃风格来决定手中所
持缰绳的长度 — 如果缰绳太短，牛仔可能会从马匹的头
顶跌落。
这项比赛的总分为 100 分，一半的分数取决于牛仔的骑术
以及策马起伏的技巧。另一半则取决于马匹的跳跃程度。
当野马弓背跳跃时，牛仔将双腿收至马匹的肩部，然后身
体呈曲线起伏滑至鞍尾部。在马匹前蹄再一次落地前，用
双腿夹住马匹肩部。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骑手将不会得分：被马匹甩落；用空
闲的手触碰装备、他自己或是马匹；或是在骑乘的过程中
从马镫上滑脱或是缰绳脱手。

绕木桶（BARREL RACING）
女牛仔绕木桶比赛（Ladies Barrel Racing）需借助电子
眼，将计时精确到 0.01 秒。木桶摆成三叶草的图案，每
名骑手需沿 3 个木桶轮流前进。骑手在每个木桶处拐的弯
越小，所用的时间就越短。但是如果木桶被踢翻，则需在
计时中加上 5 秒以示惩罚 — 罚时很可能会导致淘汰。如
果参赛者没有按预定线路前进，则不计时。
骑手与马匹的合作与马匹的前进速度同样重要。夸特
（Quarter）马是首选品种，但其他善于短途疾奔和快速转
弯的马匹也同样适合参加这项比赛。
据官方记载，牛仔节（Stampede）这个项目的冠军始于
1979 年，但这项活动有好几年的时间都是在上午孩子们的
表演时举行。现在，这项活动成为了牛仔节下午演出中的
重头戏，女牛仔们互相竞争，争夺冠军的称号和 $100,000
奖金。

骑蛮牛（BULL RIDING）
多年以来，这项活动被称作骑蛮牛（Bull Riding）、骑小
牛（Steer Riding）和骑公牛（Brahma Riding），但含义
始终未变。
参赛者紧紧抓住箍住牛身的编织绳，竭力稳稳停留在体重
约十倍于他的动物身上。编织绳上栓有牛铃，一旦骑手松
开双手，牛铃的重量就会导致绳索解开。
骑蛮牛需要骑手具备出众的平衡力和出色的上身力量，还
需拥有强有力的双腿。骑手无需完成起伏前进动作，因为
仅仅是坐在这些野性动物的背上对于牛仔来说就已经十分
具有挑战性了。
如果蛮牛骑手在 8 秒哨响前被公牛甩落，或是在骑乘过程
中用空闲的手触碰了装备、公牛或是他自己，则将被取消
本次比赛的资格。骑蛮牛比赛是精彩刺激的牛仔竞技赛中
令人肾上腺飙升的环节。

四轮篷车竞赛
四轮篷车竞赛运动起源于 1923 年的卡尔加里牛仔节
（Calgary Stampede），当时盖•韦迪克（Guy Weadick，
牛仔节（Stampede）的创立人）说服了许多工作牧场携带
他们真正的四轮篷车和围捕人员来参加第一届牧场大赛
马。
为了尽可能保证比赛的公平性，每辆四轮马车在 4 个木桶
处都需转弯。前四晚的线路保持不变，每名车夫均需驾驶
马车在木桶处旋转一圈。
在第一轮结束时，所有的四轮马车根据各自从参赛至今的
总计用时，再次抽签，进行第二轮为期 4
晚的比赛。8 晚比赛过后，总时间最短的
车夫将被授予总冠军的称号。
第 9 天进行周六半决赛（Semi-Final
Saturday）。第 8 天结束时，总时长最
短的前 8 支四轮马车团队将有资格进入
半决赛，在半决赛中车夫可以自行选择比
赛场次和决定木桶位置。
周六半决赛（Semi-Final Saturday）
将决出参加周日大决战（Showdown
Sunday）总决赛的 4 支队伍。进入决赛
的规则很简单 — 在半决赛第 7 场和第
9 场比赛中用时最短的 4 支队伍便可进
入总决赛。
剩下的车夫将在最后 2 天中继续争夺每
天 $90,000 的奖金和胜利的荣耀。在他
们之中将决出新人王 (Rookie) 称号的最
终归属。这 36 名车夫将突破自我、互相
竞争到比赛的最后时刻。
周日大决战（Showdown Sunday） — 最
后 4 名车夫将在当晚结束冠军头衔的争
夺。在结束号声响起的那一霎那，全场观
众都将屏住呼吸，静待结果揭晓。
看着进入决赛的 4 辆马车你追我赶，争
夺冠军头衔和 $100,000 奖金，让人不禁
心跳加速、肾上腺飙升。

TRANSALTA 大剧场表演
（TRANSALTA GRANDSTAND SHOW）
这是一场每晚举行的狂欢盛典。
卡尔加里牛仔节年轻加拿大人 (Young Canadians of the
Calgary Stampede) 由一群充满活力的表演者组成，他们
拥有一流的嗓音和曼妙的舞姿，将会闪耀整晚。每年，还
会有各种特色表演者加入这些年轻表演者，为观众呈现精
彩视听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