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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上午8时，2014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以下简称“儋马”）鸣
枪。本届马拉松赛有男女全程42.195公里和5公里迷你跑两大项，有20个国
家的170多位专业选手，以及儋州市和海南省上万名业余选手参赛参与。

“儋马”跑向世界，世界瞩目“儋耳”。
本届赛事已落下帷幕。随着国内外选手和观众陆续返回，儋州的影响力再

次传播到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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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包括国际马拉松赛在内的
多项赛事与节庆活动，让苏东坡当年感
喟为“九死南荒”的偏远之地，成为投资
兴业、旅游观光的热土，越来越多的国
内外人士主动聆听千载儋耳的新声音、
欣赏千载儋耳的新景观。

“我市成功举办了五届海南儋州国
际马拉松赛，赛事规格不断提升、参赛
人数不断增加。”儋州市代市长张耕在
本届“儋马”开赛仪式上说，“海南儋州
国际马拉松赛已成为国内外有一定影
响力的重大马拉松赛事，不仅为大家搭
建一个集体育、文化、传播、旅游为一体
的多维共融交流平台，还向世界展示了
我市的开放、包容、富庶与美丽的精神
风貌，扩大了城市的知名度、影响力、辐
射力，促进马拉松运动的世界性、交流
性、竞争性的提升，使儋州更具吸引力
和亲和力。”

理念：坚持以人为本

“加油！加油！”平整宽阔的赛道两
侧，挤满了儋州本地的“啦啦队”。每隔
一段距离，就有医疗救助点和饮料点，
工作人员随时准备为运动员提供服
务。在终点站，每位运动员冲线后，立
即就有志愿者迎上前搀扶和引路。

“儋州的赛道好、气候好，观众热情
洋溢，赛事组织得力，我们明年还来参
赛。”谈及此次大赛，本届马拉松赛国内
男子组冠军陈山林说。

“这里的气候非常好，这让比赛过
程非常舒适，有利于发挥！”本届马拉松
赛国际女子组冠军巴林选手科瑞娃·伊
奈斯·杰普科瑞说，“儋州的路跑起来感
觉不错，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场地。”

除了让参赛选手愉快比赛外，该市
还尽可能方便民众。对跑道分时分段
管理，运动员过后，马上解除相关路段
交通管制；在从洋浦、西联路口至军屯
方向修建了便道，使那大城区进出车辆

保持畅通。
坚持以人为本，已成为历届“儋马”

的共同理念。2013年第四届海南儋州
国际马拉松赛事期间，掌声送给最后抵
达者，并有志愿者迅速上前为他们披上
保温毯，搀扶他们到休息室。“最后抵达
者值得肯定，因为他们战胜了自我，坚
持就是胜利。”该届大赛主裁判廖保益
称赞道。

对于赛事本身而言，以人为本就
是尊重运动员的主体地位。“儋马”开
幕式，尽管有多位领导出席，且致辞
包括中英文互译，但整个仪式不足10
分钟，然后直奔发令环节，使运动员
迅速开跑。

成果：迸发激情活力

“激情奔跑、活力儋州。”这是第五
届“儋马”主题，也高度概括了“儋马”的
丰硕成果。

谓之“激情奔跑”，是因为“儋马”已
成为海南尤其是儋州人民喜闻乐见的
一项体育运动。在赛事中，全家、全班、
全单位齐上阵者比比皆是。而在赛事
之外，清晨和傍晚，儋州的大街小巷，不
少市民成为“跑步一族”。今年专设海
南、儋州运动员鼓励奖，更是激发人们
的跑步热情。“今天你跑了吗？”在儋州，
这是许多人见面或在微信上互致问候
的一句口头禅。

谓之“活力儋州”，是因为“儋马”带来
旺盛的人气、财气、名气，为儋州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运载火箭第一研究院的王新梅
女士观摩“儋马”间隙，当得知东坡书院
等人文景观和石化水洞、松涛天湖等自
然景致时，她表示要抽出时间一睹为快。

近年来，赴儋州旅游或投资的人越
来越多：2012年全市接待过夜游客和
旅游总收入分别为 63.83 万人次和
4.72 亿元，分别增长 13.5%和 14%；

2013年接待过夜游客72万人次，旅游
总收入 6.1 亿元，分别增长 13%和
29.5%。

不少外地游客转化成投资商或介
绍他人到儋州投资兴业，在一定程度上
促动了重点项目建设。2011年，儋州
24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58.2亿元，同
比增长23%；2012年，69个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 72.6 亿元，同比增长 25%；
2013年，74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90.4
亿元，同比增长 24%。尤其是 2013
年，涉及儋州的17个省重点项目投资
比重占全部项目六成以上，超过投资计
划69个百分点，投资完成率全省第一。

取向：争创金牌赛事

据了解，自2010年至今，中国田径
协会、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和儋
州市人民政府三方签约举办五届海南
儋州国际马拉松赛期限已满。

“为把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作为
儋州乃至海南的一项品牌赛事和一张
城市体育名片面向全世界传播，我市决
定继续签约举办五届马拉松赛，力争将
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办成金牌赛
事。”儋州市副市长郑钢说。

省文体厅副厅长杨毅光说，将在儋
州长期举办马拉松赛，因为儋州具有天
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
境和气候更加适应冬季马拉松赛跑；该
市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营”模式，加
快产业整合和经济发展，增强了马拉松
赛的生命力。

“连续成功举办多届国际马拉松赛
后，马拉松赛已成为儋州走向世界的一
张‘名片’。”儋州市委书记严朝君说。
他表示，在不断总结举办赛事的经验
上，大胆探索和创新，把儋州国际马拉
松赛办得更精彩，使儋州通过高水平的
体育赛事走出海南、走向中国、走向世
界。 （平宗 谢振安 张琳）

马拉松赛儋州籍选手第一名陈尚辉——

在健康和快乐中前行
“跑步是一项简单易行的健身运动，我跑步、我

健康、我快乐，大家都参与到跑步这项运动中来
吧！”在刚刚结束的2014儋州国际马拉松赛上，获得
全程马拉松赛儋州籍选手第一名的陈尚辉向大家
发出倡议。

陈尚辉是儋州白马井镇的一名小区保安，在本
届马拉松赛上，他用4小时03分跑完全程，获得了
儋州籍选手中的第一名。“我真的是第一名吗？”比
赛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这名46岁的憨厚汉子不
相信自己还有这实力。

“跑步可以锻炼心肺功能，经常跑步的人，患高
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会大大降低。”陈尚辉
说，他以前常感冒，自从爱上跑步这项运动后，身体
日渐健康，最近连续好几年没有生过病。他坚持每
天跑步已有11年之久，只要有空就去跑。

陈尚辉介绍说，他以前喜欢打篮球，年纪大了
就改跑步这项简单易行的运动，一开始和朋友一
起，坚持跑10公里、15公里。2012年儋州举办马拉
松赛时，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参加了。“我当时
就想跑个半程试试，跑到20公里时，其他参赛选手
一直为我加油打气，鼓励我继续坚持，最终我跑完
了全程。”

今年是陈尚辉第三次参加全程马拉松赛，他给
自己设了一个目标——坚持参加在儋州举办的每
一届马拉松赛，直到60岁。他说：“马拉松赛代表着
超越自我、坚忍不拔、永不放弃的精神。不但可以
锻炼身体，还能磨练人的意志。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能参与到马拉松这项赛事中来。”

（白竹 谢振安 张琳）

六旬退休老干部：

参赛是为超越自我
全程42.195公里，6小时内必须跑完，对大多数

人来说，马拉松是一项难以完成的比赛，而儋州退
休老干部张家佑却轻松跑完全程。“今年比去年还
快了15分半钟！”拿着沉甸甸的纪念奖章和证书，张
家佑难掩心中的喜悦。

张家佑今年62岁，是一名法院系统退休老干部。
他告诉记者，年轻时因工作需要，他自1996年开始坚
持每天锻炼身体，跑步、打羽毛球、做仰卧起坐等。退
休以后，他的这些习惯保留下来，现在每天早起跑5公
里，晚上散步5公里，周末加练，最少跑10公里。

“跑步对身体有很多好处，特别是锻炼心肺功
能。”张家佑说，自从坚持跑步，他以前咳嗽、头痛、
胸闷等毛病都没有了，体检各项指标也很好，没有
中老年人常见的“三高”。

张家佑说，去年他也报名参加了儋州国际马拉
松赛，顺利跑完了全程。今年他又踊跃报名，并提
前20天开始训练，从10公里到25公里，逐渐加大
训练量。为了跑步时不伤脚，平时生活节俭的他还
花费近千元买了一双专业跑鞋。

“对我来说，能跑完全程就是胜利，成绩不在考
虑范围。”张家佑说，他参加马拉松赛，主要是为了
超越自我，看看究竟能跑多远。“一过终点线，我就
给老伴打电话，心里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张家佑
说。 （白竹 谢振安 张琳）

儋州举行的每一届马拉松赛，“迷
你跑”都是参与度最高、最受市民欢迎
的项目。在刚刚结束的2014海南儋州
国际马拉松赛上，5公里“迷你跑”项目
参与者超过1万人，年长者已逾古稀，
年幼者刚刚五岁，可谓黄发垂髫，怡然
自得。

学生无疑是“迷你跑”的主力军。
在本届赛事上，来自儋州各地的8000
多名中学生积极参与“迷你跑”项目，他
们朝气蓬勃，唱着歌、喊着口号、打着标
语、挥舞着小红旗行进在街道上，使整
个那大镇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来自儋州二中的高二学生陈玉琼
告诉记者，她们班上几乎所有同学都参

加了“迷你跑”，大家因参加这样的集体
活动而兴奋。除学生外，儋州各机关、
企事业单位、乡镇、农场干部职工2000
多人也参加了迷你跑。在比赛途中，记
者遇见来自儋州西联农场的李泽兴、李
文哲父子。10岁的李文哲个子不高，
但体力很不错，跑起来丝毫不比中学生
逊色，轻松跑完全程。“他平时就喜欢跟
着我跑步，这次听说有马拉松赛，就主
动提出要参加。”爸爸李泽兴说。

“迷你跑”项目中，小选手们在人群
中最出众。五岁的林螘跟着妈妈跑在
队伍的前头，由于个子太小，运动衫穿
在她身上像件长裙。不过这并不影响
她比赛的兴致，她自豪地对记者说：“我

跑得比你们大人都快。”林螘的妈妈告
诉记者，小家伙身体很棒，平时在广场
活动，一跑就是一两个小时。

年轻的很自信，年老的也不示弱。
要说老年人不能跑，广场舞大妈第一个
不答应。来自那大镇胜利社区61岁的
丁阿姨就轻松完成了5公里“迷你跑”，
一些青年学生被她远远甩在了身后。

丁阿姨告诉记者，她每天早上6点
起床，跳半小时广场舞，再打半小时太
极拳，晚上散散步，身体倍儿棒。“大家
一起运动，更有气氛，劲头儿更足。”丁
阿姨说，在“迷你跑”过程中，不少学生
为她加油呐喊，让她感觉自己仿佛一下
子年轻了十岁。（白竹 谢振安 张琳）

“儋马”跑向世界 世界瞩目“儋耳”
——儋州五年举办国际马拉松赛综述

著名双语马拉松赛主持人李朝晖：

体育是文化,是精神，
也是民生

“儋州连年举办国际马拉松赛，说明市委、市政
府把民生工程放在重要地位，因为体育是文化，是
精神，也是民生。”著名中英文双语马拉松赛主持人
李朝晖开宗明义地说。

身高1.88米、已有18年马拉松赛主持人经历的
李朝晖，曾担纲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
田径比赛的现场解说。2013年、2014年，他两度应
邀以中英文双语主持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

李朝晖指出，国际马拉松赛是民生工程，基于
两方面：其一，增强国民体魄。如今的学生尤其是
中小学生，平时学习负担重，没有时间锻炼身体。
感召力强的马拉松赛可以让学生走出教室，走向大
自然，从而强健体魄。而市民参加马拉松赛，不仅
让大众有锻炼机会，而且让他们养成良好的运动习
惯，从而增强国民素质。其二，提升城市品位和知
名度。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新闻记者、广大游
客，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媒体，通过他们的感受和宣
传，使举办城市更有人气和名气。

儋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诗乡歌海”之誉，
并拥有国家级3A景区东坡书院、中和国家历史文
化名镇、松涛天湖、石花水洞、海南热带植物园等景
区。对此，李朝晖说，参加国际马拉松赛事的人们，
通过亲身感受，体验和传播着“儋州之美”。

“马拉松不仅仅是一项竞技运动，而且体现着
人类‘挑战极限、超越自我、坚忍不拔、永不放弃’的
精神，这种精神与民族精神是一致的。”李朝晖说。
他认为，儋州持续举办国际马拉松赛，将马拉松精
神与城市精神相结合，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 （平宗 谢振安 何贤顺）

选手夺冠后拥抱祝贺。 吴文生 摄

万人5公里“迷你跑”
黄发垂髫齐上阵

12月20日，埃塞俄比亚选手威尔德尤格斯·威
力·阿麦尔第一个冲到终点，由于后背没挂号码牌，违
反比赛规则，被取消了冠军资格。 舒晓 吴文生 摄

12月20日，一群学生在2014年海南儋州国际
马拉松赛中为运动员呐喊助威。 舒晓 吴文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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