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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富力地产，
一座活力四射的城市，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海口，跑起来！

1 月 8 日，2017 海口马拉松赛开跑。

■■■■■

跑起来，让我们跑出健康
的生活方式，享受全民健身运
动的快乐与激情。

跑起来，让我们跑出激情
四射的活力，发现更美、更具
勃勃生机和活力的海口。

从日月广场出发，从大江
到大海，这次“海马赛”途径海
口诸多地标性建筑及优美景
点，展示了椰风、碧空、滨江、
绿廊、银浪、沙滩、大海等独特
景观，堪称完美的线路设计，
让参赛者和广大观众感受到
了海口碧空如洗、风景如画的
“逆天高颜值”，让人流连难
忘、回味无穷。此外，奖牌设
计的海马轮廓、红树林叶脉元
素等，也突出了海南元素、展
示了海南特色。
从闹市中心出发，将一个
城市的交通设施、园林环卫服
务、综合保障能力、城市面貌
和景观等一切都展示给世人，
需要自信与坦然。而海口正
有这份自信与底气，这自信源
于长久以来海口得天独厚的
生态环境优势，更源于“双创”
工作启动以来的显著成效。
因为有了这份自信，海口才能
够坦然接受赛事中媒体“长枪
短炮”的聚焦，接受参赛选手
和现场观众的自媒体“直播”
及其受众的二次传播；因为有
了这份底气，海口才能够坦然
面对苛责与质疑，借助一场马
拉松比赛全景展现最美的身
影，展示城市最真实的形象；
也正因为有了这份坦然，海口
才能将海口马拉松比赛打造
成展示城市之美的最新名片。

一次竭尽全力的奔跑，最
能挑战自我的极限；一次全民
狂欢的奔跑，也最能激发群众
体育的激情。3 个不同赛程的
设置、9 个不同年龄段的奖金
设置，其目的就是为了使赛事
老少咸宜，让人人都能参与其
中，挑战自我，体验这场全民
运动赛事的欢乐氛围，并将乐
观 、健 康 的 运 动 理 念 广 泛 传
播。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健
康则能让美好生活更持久！
这次“海马赛”赛前、赛中、赛
后的健康咨询、体测和诊疗，
及其所倡导的运动健康的生
活方式，都把健康理念发挥到
了极致，让我们感受到积极健
康的正能量，更让我们深知，
全民健身运动事关全民健康
事业，而没有全民健康也就没
有全面小康。因而，像这样欢
乐的全民运动盛宴，不妨再多
些。

一家企业持续多年、不遗
余力地举办马拉松赛事，
对于培
育海南全民健身运动的氛围，
倡
导健康生活的理念，
意义非凡，
这也极大彰显了企业的社会责
任。正如富力地产所标注的，
“没有比责任更高的建筑”
，
企业
只有不遗余力地投身公益，
履行
好企业的社会责任，
才能走得更
久、
更远，
这与其
“创建非凡、
至善共
生”
的企业理念不谋而合。更为难
得的是，
这次赛事不仅是一次彰显
企业价值的公益事业，
更是拉动经
济消费、
激发投资活力和社会活力
的一次
“供给侧发力”
。
这次赛事，吸引了众多外
地参赛者，
其中更有全国超过40
个商学院的上千名各界精英参
与。他们不仅直接带动了我省
酒店、
餐饮、
交通、
旅游等行业的
消费，
还能够传播海南极佳的投
资环境，
增加企业对海南投资的
意向，从而激发经济活力，
助力
我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跑起来，让我们跑出酣畅
淋漓的尽兴，感受政府部门服
务水平和综合保障能力的显
著提升。

跑起来，让我们跑出澎湃
的进取精神，与城市精神同频
共振，助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
展。

这次赛事吸引了 1.3 万多
人参与长跑，横贯海口东西，
交通、医疗、环卫等协调保障
任务和应急服务通力协作，政
府部门镇定自如、指挥有素，
协调出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赛
事全程保障。如沿途布置的
16 台救护车、597 名专业医疗
救援者，34 个官方补给站和
“超级加油站”，1500 名赛事服
务志愿者和 3000 多名公安交
警……从赛前路线规划设计
和温馨告知、绕行提醒，到赛
中科学的错时开赛、分时分段
道路管制和车流疏导分流措
施 等 等 ，不 仅 为 赛 事 保 驾 护
航，使之得以完美进行，也将
对公众的影响降至最低，从而
赢得了公众对赛事的关注与
支持，同时也使政府部门的协
调服务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
炼和提升，实现了政府、企业
和社会效益的多方共赢。

一次拼尽全力、挑战极限
的奔跑，考验的是人的体力、
耐力的极限和潜能，更考验人
的拼搏进取、坚持不懈的精神
和毅力，以及一往无前、敢打
必胜的信心与决心。一次全
力以赴的协调保障任务，考验
的是多部门间的协调和配合，
考验的是政府相关部门广大
工作人员的拼搏实干、高效服
务能力，展现出的却是城市发
展的“软实力”和
“硬气功”
。
其实，参赛者在与时间赛
跑、与自我赛跑，而参与服务
的相关部门又何尝没有拼尽
全力参与“赛跑”，只是他们在
与公众期待“赛跑”、与政府服
务能力提升“赛跑”。与往年
相比，在今年的“赛跑”中，海
口市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服
务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令
人刮目相看。
在赛道上、在服务中所体
现出的这种不惧艰难、澎湃进
取、高效实干、敢打必胜的“海
马赛”精神，不仅与海口“马上
就办”
“ 钉钉子”
“ 拍拍看”等
“双创”精神相呼相应，也与包
含了开拓、进取、科学、实干、
担当等精神元素的海南精神
相共鸣。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
城市，都要有这种不服输、敢
为 人 先 、奋 发 进 取 的 拼 搏 精
神，我们期待类似这样群众参
与的赛事越发多起来，更期待
更多的人“跑起来”，只有跑起
来、快起来，我们才能创造更
美、更具活力的海口，才能创
造更健康、更快乐、更美好的
生活！
（方桂琴）

跑友通过世纪大桥。

■■■■■

专业医疗救援者为跑友提供帮助。

2017 海口马拉松赛事上的志愿者。

来自国外的跑友。

参加 2017 海口马拉松的跑友。

海口马拉松吸引万余跑友参赛。

健康海岛，快乐奔
跑。1 月 8 日，由中国
平安冠名，富力地产集
团主办，海口市政府、
市文体局、省田径协会
指导，九爱体育执行承
办的城市大型马拉松
赛 事 ——2017 平 安·
富力海口马拉松赛圆
满完赛。这次赛事共
吸引了 1.3 万余人报名
参加，
规模远超往届。
要想办好这样一
个规模宏大的赛事，绝
非易事。这不仅涉及
参赛者协调、医疗安全
保 障 、场 地 选 择 等 方
面，还涉及交通管制、
车流疏导、环卫园林等
众多方面，稍微有哪方
面没有做好，轻则影响
赛事口碑，重则导致舆
情哗然。
赛事的成功举办，
不仅让来自国内外的
广大参赛者体验了一
次难忘的赛事经历，感
受到了一个城市的热
情与美丽，还因提前谋
划、科学安排，将对公
众出行等方面的影响
降至最低。在这次赛
事中，参赛者的激情被
点燃，企业的社会效益
得以彰显，政府部门的
服务水平也得到了提
升，城市的美好形象得
以展示和传播，城市发
展活力得以进一步激
发，全民运动的理念更
得到了更好地践行和
推广，我们乐见更多这
样的赛事，让我们经磨
砺、得成长。

跑起来，让我们跑出最美
海口的掠影，感受一个城市的
风情与风景。

一家三口齐上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