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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做这个演示？

1.介绍美丽的丝绸之路国家。他们真的是
令人兴奋，有趣和丰富多彩，友好好客的
人无处不在。
2.介绍丝绸之路旅游和体育新闻

3.为了证明武术在世界各地很受欢迎，
4.只是为了好玩！



5。我还为两
个美国杂志写
文章：

*《功夫太极》
杂志

* 跆拳道时代
杂志



“丝绸之路”这句话对一些年轻人来
说不令人兴奋吗？

如果是，请记住号码：

•8.27
是什么意思？



2006-2017年旅游业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和总贡献（万亿
美元）$8,270,000,000 ,000.00 每年的旅游！



2008-2018年中国旅游收入（亿元）
5,127,800,000,000 RMB - 2018年



事实和数字
•体育旅游呈指数级增长-世界现在体育疯
狂
•有三种不同类型的体育旅游
•体育赛事旅游 - 奥运会、世界杯等。
•积极的体育旅游 - 个人积极参与体育活动
•怀旧体育旅游 - 游客参观体育相关景点



事实和数字（续）
全球体育市场总收入
2005–455亿美元
2017–909亿美元
过去五年，7530万美国成年人参加了有组织的体育
活动
2/5的美国成年人是体育旅行者
体育赛事游客的支出与所有其他类型游客的支出相
同



这是全球健康经济监测出版物。
他们确定了几种健康旅游：
• 传统和补充医学
• 预防性个性化医疗和公共卫生
• 工作场所健康（健康工作场所
培训）

• 健康饮食和营养
• 健身与身心
• 水疗和温泉
• 个人护理、美容和抗衰老

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旅游业都被称为“利基市场”。



这是我在非洲酒店、旅游和休闲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是对非洲不同的利基市场的研究，以及在五个不同的
国家，按照相同的兴趣区域“捆绑”（组合）旅游套餐如
何能够改善所有这些国家的旅游业。丝绸之路也可以这
样做。

因此，有办法让这些大数字 -
$8,270,000,000,000.00 更大！

例如：我的丝绸之路武术之旅!



我的丝绸之路武术之旅



2000多年来，丝绸之路连
接着东西方。
它一直是世界经济、社会、
教育和艺术的中心。
这就是世界石油、黄金和
其他自然资源的所在地。
外部势力经常起起落落，
但丝绸之路依然存在.



这不危险吗？

不完全是，做你自己；
穿着得体，别装傻。



在我的旅行中，我走了许多相同的路线：

• 张倩（西汉206年，公元前24年）

• 玄藏（唐朝618-907）

• 伊本·巴图塔（元1325-1354年）和

• 郑和（明初1405年至1433年）



这趟丝绸之路功夫友谊游我去哪了？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



为什么？ 是的，那是我小时候去不同国家上学的时候。
不管怎样，我看起来像那样。
但我小时候没有遇到过像成龙这样的聪明绝顶
的高手教我武术。
而且，我很快就学会了跑步没有帮助。
我必须学会和那些通常比我大得多的男孩打交
道。
它几乎总是这样开始的：
恶棍: 你叫什么名字？
我：我叫格雷格。
恶棍: 我不喜欢你的名字！

那是1963年和1964年，那时我六
岁



我小时候学到的一件事是我真的不
喜欢欺负人。

而且，欺负者几乎总是
以帮派的形式出现，因
为他们个人都是懦夫。

恶棍 = 胆小鬼



1969年我开始了柔道和跆拳道

两年后，我在国家少年奥运会
上获得了金牌。我是州少年柔
道冠军。在接下来的15年里，
我是400个武术比赛的斗士。
柔道、空手道、跆拳道和功夫

我也成为了高中时一些书呆子的保
镖，因为有些运动员喜欢捉弄他们
并殴打他们。我阻止了那件事。



1972年我开始了功夫训练

来自香港的两名中国大学生Simon Chen和
Jimmy Young在大学俱乐部授课。他们每堂课收
费1美元，但如果没有一美元，他们会拿一片
水果。

他们教少林功夫、
太极和永中功夫。
那时有很多来自
香港的学生，这
些课程很棒！



1980年和1981年，我在Kempo Goju空手道
获得了第一和第二道黑带。

那是一所艰苦的学校，训练
和打架都很艰苦。但是，我
们在锦标赛中表现很好。



我非官方的丝绸之路武术之旅始于1993年

•它始于吉隆
坡的圣约翰
学校。
•我和他们的
国家空手道
队一起训练。

这是一场艰
苦的战斗，
但他们都很

酷。



2001年我搬到了韩国。



韩国人喜欢武术…

是的，那是我在2007
年的一个非常糟糕的
头发日！



2009年我搬到了北京

Taekwondo at Peking University



住在北京有一件事我很喜欢，那就是我离北少林寺很
近。我甚至写了一本关于它的书。

当我2010年第一次参观它时，这座古老修道院的唯一
幸存者只是一座白塔，上面布满了抗日战争的弹孔。



如今，历史可追溯到元代的古寺大多已重建。
九年来，它改变了很多。也许我也变了。



丝路功夫游
Silk Road Kung Fu travels

2012年，我访问了西藏，在拉萨会见了武术大师。



我也交了其他朋友。





2012年，在北京昌平区，北京少林武术大师傅
彪开始了新一届的国际武术比赛。

这是俄罗斯功夫
队。
伟大的朋友和勇
敢的战士！
我还有他们给我
的俄罗斯功夫帽。







在昌平区，他们也有一些可爱的山！



松山少林
在古代，寺院也是法律、安全、教育、医学的中心，甚至像高官和
学者的旅馆，病人、老人和伤者的医院。他们也是那些希望学习的
人的大学。他们是无家可归者的孤儿院，需要避难。

2012年7月

The old gate of Shaolinsi Medicine Buddha



武当山的和平与智慧太极道家之都
2012年8月



2015年，我女儿结婚了，所以我决定玩得开
心，远行！我第一次访问阿富汗。
猜猜我在那里做了什么？

February 2015



我参观了许多俱乐部，和大
师们一起训练。阿富汗人喜

欢功夫！



我也参观了难民营。



2015年7月，丝绸之路功夫友谊之旅诞
生。它始于西安钟楼，这是丝绸之路的

正式开端。



在这次旅行中，我沿着宣章的路线从西安
到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

在撒马尔罕，他
转向南方，穿过
阿富汗到达印度。
我已经去过那里
了，相反，我继
续向西走到土耳
其伊斯坦布尔丝
绸之路的东端。



在西安
我遇到并采访了

西安体育大学中国功夫硕士

我还采访了他们优秀的桑达队

非常亲切
和热情的
人们！



参观兵马俑



在西安大清真
寺结交新朋友



我从西安坐巴士向北经过吐鲁番

火焰山



Imin Minaret Turpan吐鲁番伊敏
尖塔



在燃烧的沙漠到达吐鲁番之后，这是一种愉快
的解脱

吐鲁番位于坎儿井运
河系统的肥沃绿洲的
中心。它曾经也是一
个重要的贸易中心—
个时间和丝绸之路的
十字路口。今天它最
著名的是它的灿烂的
葡萄和葡萄干。在古
代，该地区的其他王
国包括库尔勒和焉耆。

这是开斋节 — 年中最大的节日，我
被那里一个非常可爱的家庭热烈收养。

他们让我想起了
一个我忘记的词：

宁静



经过火山的45度高温，我停在 - 柏孜
克里克千佛洞

自从七世纪张轩的旅行以来，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除了一些外国人偷了一些画。那些洞壁现在是空的



从那里我乘公共汽车到乌鲁木齐，在乌鲁
木齐精武学校遇见了艾莉大师。



然后它又回到了巴士上——交了新朋友——先是
穿过沙漠，然后是超现实的美丽山口——穿过边

境到达哈萨克斯坦，然后是阿拉木图。

哈萨克斯坦是
世界上最大、
可能最富有的
国家之一。这
是天堂。



阿拉木图-又回到大城市



我遇到的第一个
武术家是迈
克·亚当斯，一
个教永春功夫的
美国人！

然后我找到了维亚科夫大
师的永春功夫工作室



在那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几天之后，我回
到了去吉尔吉斯斯坦的巴士上。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斯坦之间的陆地边界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是比什凯克。
在那里，我遇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功夫联合会主席德米特里
申科·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他邀请我到他家吃午饭。我
采访了他，他在我的文章（美国的《功夫》杂志）中分享
了他的功夫团队的许多精彩照片。



第二天，我很幸运地会见了国际跆拳道联合会
主席和国家队主教练维塔利奥利尼琴科。



他还带我参观了一个叫做阿克贝希姆的古
城的考古遗址。

事实上，我在比什凯
克遇到的每个人都很
友好，我在那里感觉
很自在。



图为前往乌兹别克斯坦途中比什凯克汽车
站外

啊，是的，公路旅行的魅力。
那个拿着雪茄的家伙正密切
注视着我！不过，没关系，
我很高兴这些中亚国家认真
对待安全问题。
后来我们聊了起来，尽管他
不说英语。我想他有点怀疑
我。当我提到李小龙并给他
看一本功夫杂志时，他变得
更友好了！然后我们就像老
朋友一样。



这张照片对不经意的旁观者来说意义不大，
但对我来说却很特别。

为了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到乌兹别克斯坦，我不得不坐公共汽
车穿过哈萨克斯坦的另一个地区。从吉尔吉斯斯坦到哈萨克斯坦的陆地
边界在凌晨3点有点“复杂”。

很幸运我在这里遇到了阿里。他英语说得很好，给我指路。他帮了大忙。
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最后我听说他在土耳其学习。



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的中心

在苏联时代，乌兹别克斯
坦是一个大国的首都。塔
什干是整个地区的银行业
资本，哇！我一生中从未
见过这么多奢华的银行。
乌兹别克人喜欢运动。这
是一个现代的，世界性的
乐观的国家。



在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
我很惊讶地发现我的签证只有三天有效！天啊！但这已经是一
次长途旅行了，我的暑假快结束了。一点也不差……我有师父
要见！

乌兹别克斯坦武术联合会主席甘尼耶
夫·拉夫山先生很高兴来到我的酒店接
受采访.

感谢乌兹别克斯坦跆拳道联合
会主席、亚洲跆拳道联合会高
级副主席、韩师父，他也参观
了我的酒店。他的故事很引人
入胜。



我还有一张塔什干古城的旅游和照片

在佛寺吃午饭

塔什干的罗马天主教
教堂



巴拉赫汗马德拉萨清真寺穹顶



1219年，成吉思汗在现土库曼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伊朗和阿富汗参加了反对
khwarezm帝国的战争。然而，这些美丽
的纪念碑依然存在



和人们交
朋友—你
会在任何
地方都有
一个家。



3个月后，2016年1月, 我回来了

背面，中心是塔什干传统武术协会武术大师阿泰姆。





在塔什干，我还会见了跆拳道学校的米扎希德·米德贾
拉洛夫大师。我在一所小学和他的一个班一起训练。



他是如此善良和乐于助人。例如，当我访
问乌兹别克斯坦艺术文化学院时，他为我
们翻译。

塔什干：从左到右Mirzahid Mirdjalalov，作家、
Farrukh Usmanov乌兹别克斯坦艺术学院院长、
首席考古学家Sheyko Konstanteen Alexan大师



乌兹别克斯
坦布哈拉国
际跆拳道联
合会（ITF）

多亏了世界冠军
乌米达五世丹和
她的丈夫弗尔凯
特。



布哈拉太棒了!

大篷车贸易公
司被称为“托
克”，意思是
拱门和穹顶

我又一次有了那
种感觉，就像在
时光机器里，回
到一个更艺术的
世界。





左边是阿拉伯宗教学校。右边是卡里安宣礼塔-布
哈拉的象征



纳斯里丁·阿凡迪骑着驴——这个城市的历
史英雄是一个喜剧演员。

是Umida和Furkat给了
我布哈拉之旅，让我
觉得自己很自在。不
能要求更好的朋友。

好吧，我有偏见。我真的很
喜欢一个以喜剧演员为英雄
的小镇！



弧形城堡 —个巨大而神奇的堡垒！



布哈拉之后，我去了撒马尔罕。这是世界奇迹。
他们没有我能找到的武术学校！只要有足够的时
间拍一些精彩的照片。

不过，这是美味佳肴！



在撒马尔罕哪里吃饭？比比汗穆清真寺后面!

像许多地方
一样，在外
面看起来很
普通。但在
里面，它是
一个设计豪
华的花园。



开往土库曼斯坦边境的巴士
土库曼斯坦过去和
现在都是一个高度
安全的国家。外国
人在任何时候都必
须有官方导游。导
游将在边境迎接你。
你最好把他的电话
号码放在你的手机
里，以便通过海关。

但是, 哇, 真的是美丽非凡的国家和人民！



Dayahatyn Caravansai 旧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心/酒店



是的，喀喇昆仑沙漠是超美的；一个无法
想象的世界



很多友好的人！

我们午餐
餐厅的老
板他不让
我们付钱。
很好的人！



土耳其人民喜欢摔跤……所以我在去古城玛
丽/梅尔夫的路上参观了一家摔跤俱乐部。



我们还停在农场吃了顿丰盛的晚餐。

左边是古万
斯，我的导
游，旅行同
伴，朋友和
司机。



玛丽/梅尔夫是丝绸之路上最古老的城市之
一，丝绸之路是古代帝国的首都。

吉奥卡拉（异教徒堡垒）
是现存第二古老的城邦，
公元前3世纪，城墙两边
各2公里。它是琐罗亚斯
德教、佛教和基督教景
教。
只是我的运气，有一场暴风雪
-在地球上最干燥的地方非常
罕见的事件。当地人很高兴，
说是我带来的。



国际跆拳道联合会（7丹）国家队教练阿
塔巴耶夫·艾多迪（艾汉大师）

我问他为什么喜欢在玛
丽这样的小镇上进行国
家队的训练。他回答说：
“我喜欢这里，没有那么
多的干扰。”
我想也许还有另一个原
因。也许古代大师的灵
魂就住在这里。
他是个聪明人。



每次我们停下来，我都打笔记。

对照片进行
分类和编辑。



这是玛
丽最好
的博物
馆里的
一幅画



这位是亚兹迈拉特·安纳迈拉多夫大师，土
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武术联合会主席。

武术联合会国家奥林匹克训练中心阿古尔/常熟



我和他的一支初级球队训练了一段时间。



在阿什哈巴德，我还遇到了他们的土耳其
摔跤少年队

他们正要去机场参加比赛，但他们停下来只是为了给我
做个示范。他们给了我一件最棒的队服！他们很好。



土库曼斯坦之后，我想继续往西走，但没
办法拿到伊朗签证
总之，我的寒假快结束了，所以我飞回北京。我将在2016年夏天继
续这段旅程。



2016年7月-阿塞拜疆巴库

采访阿塞拜疆武术联合会主席阿塞拜疆·哈
桑，他非常高兴能在我的酒店见到我。

采访是在和好友穆斯塔法在里
海游泳后进行的。



第二天，我参观了位于巴库的世界跆拳道联
合会训练中心。

从左到右: Jalal Safarov, 
Niyamaddin Pashayev & writer G. 
Brundage



WTF团队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冠军、培训
中心和一家超级酒店和餐厅。

那是超级明星法拉达·阿齐佐
娃。她是全国冠军。她还参加
了两次奥运会比赛。

我到那儿时，队伍刚刚训
练完。但我确实得到了一
些他们的冠军的照片



如果有
时间机
器，它
在巴库。

这是巴库的琐罗亚
斯德教“少女塔”。
即使是世界上最重
要的专家也无法了
解它的年龄。
从外面看，也许它
看起来不那么特别，
但从里面看，它很
漂亮，又大又高，
就像一座山。



巴库舍万沙赫宫殿 Shirvanshah的家
族拥有世界上最
长的王朝。他的
宫殿在海边，是
天堂般的。





几天后，我乘公共汽车去了
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

我要感谢乔治亚州国际
跆拳道联合会主席Levan 
Tsaretashvili先生，他在
我到达时在汽车站与我
见面，在那里我一直是
我的朋友、导游和导师。
像他这样的兄弟是无价
之宝。



佐治亚州的母
亲卡特利斯迪
达，这个可爱
国家的标志。
她为那些愿意
与她分享的人
拿着一个杯子，
为那些不愿与
她分享的人拿
着一把剑。







列文国家队的一些成员





美好的一天包括
好朋友和伟大的
锻炼！



联合会主席Tsaretashvili向我介绍了以色列
ITF联合会主席Leo Oros Duek。我们都去了
一个古老的首都格鲁吉亚，Mtskheta。

在前格鲁吉亚首都
Mtskheta合并Aragvi
河和Mtkvan河



从左到右，格鲁吉亚国际跆拳道联合会主席Levan 
Tsaretashvili，我和以色列国际跆拳道联合会主席
Leo Oros Duek-在Mtskheta-一个跆拳道家庭

格鲁吉亚古城Mtskheta的Sveitskoveli大教堂



在第比利斯，人们总是可以在附近山丘的
纳日卡拉要塞的帮助下找到自己的路。



格鲁吉亚世界跆拳道联合会

右边是WTF
国家队和
教练Loseb
Osidze和他
的下级队





赶上格鲁吉亚中国武术队。

这是一个挑战，因为他
们不是在第比利斯，而
是在黑海旅游胜地科布
勒提的格鲁吉亚武术联
合会夏令营。我真的很
喜欢海滩！所以，在和
我在首都的朋友们告别
后，是时候往西向科布
列蒂走了。 After a competition Georgian Wushu Federation 

President Giorgi Verulidze is sitting front and center



夏令营的训练很棒，
之后还有丰盛的晚餐

国际 武术家





后来，他们好心地开车送我到公共汽车站，和
我一起等着去往与土耳其接壤的萨尔比边境的
公共汽车。

这次旅行的第14天
—2016年7月31日



土耳其是一个巨大的国家，从东到西乘坐公共汽车
是一次长途旅行。所以，我分阶段进行。我的第一

站是一个可爱的小镇，叫埃尔祖鲁姆。



沿着丝
绸之路
的宁静
休息站



埃尔祖鲁姆至安卡拉公路



在安卡拉，我采访了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媒体代
表AliSagirkaya。

他是世界上一个
非凡的人……他非
常亲切地打电话
给国家跆拳道训
练中心的教练，
并安排我第二天
去国家队。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回到我的旅馆。

最左边是伊莫兹·塞利姆·埃尔多教授；中心是格
雷戈里·麦克马洪教授。

我遇到了一群杰出的大学教授。格雷
戈里·麦克马洪教授告诉我，被称为
“汉斯”的采购中心是陆上丝绸之路的
真正终点。
他说，一个叫布尔萨的城市是奥斯曼
帝国的第一个首都，也是亚洲真正的
陆上丝绸之路的西端。
你甚至可以坐一艘船从布尔萨穿过马
尔马拉海到伊斯坦布尔。他补充说：
“这将是一场盛大的盛会。

所以，我在去伊斯坦布尔的路上有了一个新的目的地。但首先，
我在安卡拉还有很多事要做！感谢麦克马洪教授和埃尔多教授！



第二天，8月3日，我很高兴见到土耳其世
界跆拳道联合会国家少年队。

这两个女孩
分别是13岁
的伊利夫·奥
尔塔巴克和
15岁的伊卡
拉·凯伊尔。



左边是库图卡教练

这个队很棒!

左边是19岁的Talha Shirin。右边的
那个人是Erdal Tore。



左边是戈汗·纳兹利教练-右边是伊利夫·奥尔塔巴克



第二天，我采访了土耳其武术联合会主席
阿库兹。

他活泼有趣。他还为我
安排了一个电话采访，
采访他的世界武术冠军
女儿，顺便说一句，她
说英语像个本地人。他
也很好地分享了他的团
队在国际比赛中精彩表
现的众多照片。多谢客
气先生！





世界武术冠军伊利夫·阿库兹

埃克林·科哈穆尔
哈伦·尤克塞克索伊-土耳其太极冠军

土耳其桑达队

哎哟！
一定
很疼！



第二天，我参观了安卡拉令人叹为观止的
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



古代和平条约

刻在这块铜版上的是和平条约。它是用hittite楔形
文字写的，1986年在Bogazkoy的挖掘中出土。这
是公元前1235年赫人大王图哈利雅四世和塔尔亨
塔萨国王库伦塔之间签订的一项条约。



阅兵式

Herald's Wall-石
灰石，卡尔加米
斯，加济安泰普，
公元前900-700
年。



战车上的弓箭手。3000年前的弹道导弹。



小心这些家伙！我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
但别让他们生气！



角斗士克里
斯安佩洛斯
的墓碑，大
理石，罗马
时期，2世纪



“汉”古丝绸之路采购中心



通常我不会拍公共汽车终点站的照片，但是古
代的首都布尔萨是特别的！



布尔萨城堡在晚上。是的，里面有一栋公
寓楼。土耳其历史悠久。

恢复了布尔萨古老的“汉”
采购中心。



土耳其布尔萨

奥斯曼帝国的第
一首都，亚洲真
正的西部丝绸之
路终点站。 丝绸之路货物的实际购买地



只是酒店大堂里的无名面孔？

它们远不止这些。



中间是塞菲丁。他是
逃离他饱受战争蹂躏
的祖国后在土耳其避
难的数百万人之一。
有些人称他为难民，
但他远不止这些。他
有一个家庭，他是一
个受过教育的人，他
是一个幸存者。右边
是艾哈迈德。



布尔萨的科扎哈尼



丝绸
商店
在布
尔萨
的“汉
人”采
购中
心



这位和蔼可亲的先生卖丝绸茧



布尔萨的Kozahani



在
Kozahani
与友好
的店主
聊天。



穿越马拉马拉海

从布
尔萨
到伊
斯坦
布尔！



没有任何文字可以描述伊斯坦布尔的伟大
和历史，但雄伟也许是最好的描述。

Sultan 
Ahmed 
Camii
在伊斯
坦布尔



“蓝色清真寺”内的一个圆顶



来自苏丹的新婚夫妇。他们在度蜜月。



从博斯普鲁斯海
峡伊斯坦布尔古
城墙的一扇大门
往外看



在博斯普
鲁斯海峡
的苏莱伯
恩野餐



在夏天
的下午
做一件
平常的
事



从码头
看伊斯
坦布尔

这是一个
梦吗？
我一遍又
一遍地问
自己。



香料市
场“米西
尔·卡西
西”建于
公元

1664年

气味进入大脑的速度比任何其他感觉输入都要快。
这个市场唤起了人们对古代的记忆。它是一个多
色的丰富而强大的时间机器！



我们都是整个
丝绸之路的基
因混合物。我
们的DNA中有
一部分可以记
忆并与我们的
祖先居住了数
千年的古代世
界产生共鸣。

欢迎回到
一个比我
们现在生
活的更简
单、更清
洁、更艺
术的世界。



Yerebatan
Saray

地下宫殿

Roman 
Cistern

罗马水池

公元534
年由查士
丁尼皇帝
建造



伊斯坦布尔宏伟
的集市

Nuruos-
maniye
Camii

建于1748-
1755年

这个古老集市的外门是灰色的，但在里面。



这是阿拉丁的
宝箱。古老的
市场是如此巨
大，你可以在
那里漫步几天，
被宝石和珠宝，
异国服装，任
何你曾经梦想
过的东西所催

眠。



托普卡皮宫——终极宁静与戏剧



太后套房



苏丹穆拉德三世生活区



贵妃
房装
饰瓷
砖 -
后宫



规模之大，工艺之精湛，东西方艺术之和谐无与伦比。



詹尼萨里人是最强硬的奴隶战士——在某些方
面像斯巴达人和马穆鲁克人；从14世纪末到
1826年，他们是奥斯曼帝国军队的精英部队。

当他们需要更多的钱时他们打翻了这个锅！



托普卡
皮宫是
历史上
戏剧最
多的地
方。



建于公元537年
“圣索菲亚”是历
史上最古老的
建筑。真是太
神奇了。虽然
有点被改造成
清真寺，但它
仍然是一个“世
界奇迹”。

可以肯定，索
菲娅是一条时
间隧道。





通往上层的通道。



伊斯坦布尔还有考古博物馆。
它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收藏品之一。

卡德什条约是已知最早的和
平条约。它位于赫人国王哈
图西里斯三世和埃及法老拉
美西斯二世之间，用公元前
1269年的国际语言阿卡德语
书写。

我在一个大展示厅的角落里看到的。那
是什么？我想知道。然后我看了看……
天哪！如此美丽和深刻！



考古博物馆是帝国
和皇帝的休息之地，
是人类经验中最强
大和最难忘的宝库。





如果不
在著名
的竞技
场走走，
伊斯坦
布尔的
旅游就
不完整.

•在帝国早期，
角斗士们就
在这里奋战
至死。后来
角斗士的战
斗被取缔，
然后他们在
这里举行了
战车比赛。



在每一条街道和街角都有一个惊人的
人类故事。



在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个早晨，我去了哈
马米——土耳其传统的热水澡。

哦！感觉不错。



这是关于丝绸之路功夫友
谊之旅的结束，在这之后
我飞回北京的家。

但这不是我丝绸之路旅行
的终点，也不是丝绸之路
的终点。这些古老的道路
继续在亚洲、非洲、中东、
希腊、罗马等地通行。



在丝绸之路功夫和跆拳道友谊之旅的第二
部分，我参观了：

• 巴基斯坦——莫亨佐达罗和塔克西拉的古城，当然也与最优秀的功夫
和跆拳道团队合作。

• 古老的丝绸之路蜿蜒穿过神秘的中国北方省份甘肃

• 埃塞俄比亚和阿克苏帝国，以及超级武术和跆拳道队

• 越南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有着悠久而迷人的历史和文化，有着非凡的
功夫和跆拳道团队，还有令人惊叹的本土武术……和

• 日本，在那里我拍摄了来自古代巴尔赫，即今天的阿富汗和欧洲的土
墩的文物；除了功夫、跆拳道、柔道和剑道超级队

丝绸之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只有优美的环抱着“世界的心脏”。



•希望这次演讲能启发你：

•走丝绸之路

•学习功夫！！）

•阅读丝绸之路国家的历史和新
闻，以及

•记得号码吗…？



8.27

•是的，这是全球旅游业每年8.27万亿美元的收入。



最后，我要说谢谢！

•对我丝绸之路沿线的千千万万人而言，这使我的旅
行更有意义。

•这包括街道上的人、公共汽车和火车上的人，还有
骆驼司机，旅馆和餐馆里的人，尤其是所有功夫和跆
拳道的人。

•一个地方只是一个地方，是人们让它与众不同。我
欠你们所有人一大笔永恒的感激之情。



另外，我还要说谢谢你：

•那些欺负我的人强迫我学习如何战斗，强迫我变得坚强、
快速。

那些欺负我的人强迫我学习如何战斗，强迫我变得坚强、
快速。

没有你谁知道？我可能会变成另一个虚弱或更糟的人。

• 几十年来我优秀的武术老师和兄弟们，

•我父亲为我打开并照亮了西欧历史的走廊

•我妈妈教我历史的浪漫和富有同情心的一面。



完成这次中国-伊斯坦布尔之旅后，我感觉
如何？

像这样。
我知道，尽管到目前为止，地面
上行驶了14000公里，但我才刚
刚开始，前方还有一条漫长的道
路、海洋和海洋！



Published Kung Fu Tai Chi Magazine Articles
March - May 2015 Kung Fu in Kabul, Afghanistan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13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14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19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23

June, 2015 Ramil Allahverdiyev - “Professor of the Ring” in World Sanda Championship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29

SILK ROAD KUNG FU FRIENDSHIP TOUR

August 18, 2015 Silk Road Kung Fu Friendship Tour Part 1: Introduction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39

August 27, 2015 Silk Road Kung Fu Friendship Tour Part 2: The Kung Fu Masters of Xian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41

September 4, 2015 Silk Road Kung Fu Friendship Tour Part 3: Turpan: Flaming Mountains, Eid Al-Fitr with a Uyghur Family and 

Bezeklik 1000 Buddha Caves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43

Sept. 16, 2015 Silk Road Kung Fu Friendship Tour Part 4: Turpan to Urumqi Jingwu School

Interview with Faculty Member Young Master Ali and other Kung Fu schools in Urumqi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45

Sept. 30, 2015 Silk Road Kung Fu Friendship Tour Part 5: Road to Almaty Kazakhstan

Interview with Shifu Mike Adams that teaches private classes in Wing Chun and Tai Chi in Almaty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50

October 7, 2015 Silk Road Kung Fu Friendship Tour Part 6: Master Yuriy Vyalkov and Vinh 
Xuan Dang Gia, Vietnamese “Buddha style” Wing Chun Kung Fu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56

October 15, 2015 Silk Road Kung Fu Friendship Tour Part 7: Bishkek Kyrgyzstan and an 
interview
With Dmitrushenko Yuriy Vladimirovich, President of the Kung Fu Federation of Kyrgyz 
Republic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58

Oct. 23, 2015 Silk Road Kung Fu Friendship Tour Part 8: 
Interview with Mr. Ganiev Ravshan, President of the Wushu Federation of Uzbekistan & a 
Visit to the Barakh-Khan Madrasah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60

October 29, 2015 Silk Road Kung Fu Friendship Tour Part 9: Kung Fu Magazine and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61

March 19, 2016 The Silk Road Kung Fu Friendship Tour Part 10: Shifu Arteom and the 
Tashkent Traditional
Wushu Association & The State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Uzbekistan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87

April 8, 2016 The Silk Road Kung Fu Friendship Tour Part 11: The Wushu of Young Master 
Anar Budagli,
Tashkent’s City Center’s Chorsu Bazaar & a Visit to the International Caravanserai of Culture 
in Tashkent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91

June 14, 2016 The Silk Road Kung Fu Friendship Tour Part 12: The Road to Ashgabat: 
Interview with
Yazmyrat Annamyradov & a Visit to the National Turkmen Kurash (Traditional Wrestling) 
Training Center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92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13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14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19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23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29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39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41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43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45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50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56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58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60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61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91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292


June 15, 2016 The Silk Road Kung Fu Friendship Tour Part 13: Silk Road’s Northeast Terminal Beijing, 
the Niujie Masjid, China’s Islamic Association and Wang Zheng Yi, also known as Great Broadsword 
Wang the 5th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301

October 14, 2016 The Silk Road Kung Fu Friendship Tour Part 14: Interview with Azer Mallem, 
President of  the Azerbaijan Wushu Federation & Azerbaijan Muay Thai/Thai Boxing Federation and  
“Zorkana” – The House of Force and Strength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320

Oct. 19, 2016 The Silk Road Kung Fu Friendship Tour Part 15: Visit to the Georgian Wushu Federation 
Summer Camp in Kobuleti & Interview with Federation President & Taolu Head Coach Giorgi 
Verulidze, their Sanda Head Coach Lasha Sumbulashvili and some Junior National Team Members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321

January 5, 2017 Silk Road Friendship Tour Part 16: Interview with Abdurrahman Akyuz, President of 
the Turkish Wushu Federation and Fathomless Histories in Ankara, Bursa and Istanbul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334

And, others… that will be on Part II of this great adventure.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301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320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321
http://www.kungfumagazine.com/ezine/article.php?article=1334


©  Gregory Brundage

丝绸之路旅游：教育类规划促销和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