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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四日，
近两千名跑友文昌开跑 。

跑过侨乡风景 跑过你自己

近2000名跑友文昌开跑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阳光和煦，椰风送爽，初冬
的文昌，正是健身跑步的好时
节。11 月 24 日清晨，身着彩色
赛服的各地跑友纷纷汇聚文昌
市文城镇文府路波溪丽亚湾
旁，为“奔跑海南”文昌站活动
热身。经过数月精心筹备，
“奔
跑海南”文昌站活动当天正式
拉开帷幕，近 2000 名省内外跑
友热情参与，成为椰乡一道靓
丽的风景。

跑友来自四面八方
7 时许，活动还未开始，来自琼
海市的跑友陈国强已经换上彩色的
赛 服 ，默 默 在 跑 道 边 做 起 拉 伸 运
动。
“ 我们昨天就到文昌了，沿文琼
高速 30 分钟左右的车程，离得很近，
所以已经提前踩点啦！”陈国强说，
和他一起参加活动的还有 10 余名来
自琼海市长跑协会的队员，年轻人
居多，也有 60 多岁的资深跑友。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奔跑海南’

活动，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施展拳脚
的机会。”跑友刘永辉是一名来自湖
北省黄石市的武术老师，去年跟随
家人来到文昌定居后，开了一家武
术馆，此次和朋友一起报名参加“奔
跑海南”文昌站个人组 10 公里比赛，
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 平时我们都
训练过，今年我已经累计跑了 3000
公里了！比赛时我的学生也都来为
我加油！”
刘永辉高兴地说。

沿途领略侨乡之美

大手拉小手，
一起向前冲。

经高隆路到达旅游大道折返，回到
文城镇文府路；10 公里路线以文府
路波溪丽亚湾旁为起点，经过高隆
路到达旅游大道折返，途经高隆大
道南段，再到高隆大道平海美龄湾
旁 折 返 ，最 后 回 到 文 府 路 起 点 位
置。奔跑过程中，选手可远眺白金
海岸、高隆湾等景点。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比赛途
中，亲子组家庭最引人注目，有的孩
子被长辈们轮流抱着，有的“骑”在
爸爸的肩膀上，还有的干脆踏起了
滑板车，一路你追我赶，
不亦乐乎。
“ 不 愧 是‘ 阳 光 东 海 岸 上 的 明
珠’，这里椰风海韵，让人心情格外
舒畅！”来自山东省日照市的跑友孙
厚祥说，连日来，他在文昌高隆湾度
假区感受到，这里旅游服务配套设
施日臻完善，相继建成的大、中型酒
店和度假村有很多家，淡水泳池、海
边沙滩公园、各类游乐设施，特别适
合亲子游。

文旅产业发展蓬勃
经激烈角逐，最终崔国庆、邓翠
弟、黎其平三位参赛者获得 10 公里
男子组前三名；张爽、李玉锦 、孙艳
平分别获得 10 公里女子组前三名，
组委会现场为优胜者颁奖。
“感谢主办方组织举办这样的
活动，为跑步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
示交流的平台，也带动了更多人爱
上体育运动！”女子 10 公里组冠军
得主张爽说，她已多次参加“奔跑海
南”环岛全民健跑活动，感觉自己年
龄渐长，面对年轻对手有压力，但是
很高兴看到体育精神得到更好地传
承，海南各地文旅产业在蓬勃发展。
航天文昌，魅力侨乡。从琼岛
古邑到航天新城，文昌，这座有着悠
久历史的古城，不仅文化底蕴深厚，
旅游资源丰富，而且，是中国第四座
航天之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东郊椰林、铜鼓岭、月亮湾、高隆湾、

木兰湾……一个个美丽的景区如珍
珠般散落在东海岸线上，让人流连
忘返。
“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常
到文昌走走逛逛！”文昌市副市长何
欢宝说，近年来，文昌市全力推动全
域旅游发展，从文化到美食，从景区
到美丽乡村，多点串联，深挖文化旅
游资源。今年，文昌重点推进文昌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龙楼航天旅游
消费中心、华侨体育旅游消费中心
等三大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2019“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文
昌站）活动开跑，是文昌市运用“体
育+文化+旅游”的模式，助推旅游
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希望通过这
样一场别具特色的健跑活动，让大
家感受到文昌的新魅力、新成就、新
变化。
（本报文城 11 月 24 日电）

胜利就在前方 。

冲过终点啦 。

我也可以很拼 。

哥俩好。

“5、4、3、2、1！”7 时 30 分，伴随
着一声发令汽笛声响，跑友们纷纷
跑出起点，几分钟后，他们逐渐拉开
了距离，鲜艳的赛服绘就成一道美
丽的风景。
文昌，是今年“奔跑海南”环岛
全民健跑的第二站。去年 5 月，来自
全国各地的 2000 多名跑友曾在航
天大道、清澜大桥上激情奔跑，充分
感受了文昌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城
市建设的新变化。
今年，活动赛道设置在高隆湾
附近，这里是我省著名的旅游风景
区，也是海南三大城市湾区之一，景
区全天候免费开放，这里面临浩瀚
南海，风平浪缓，水洁沙白，风景秀
丽，椰韵宜人，跑友在奔跑的途中，
可尽情欣赏到沿途的旖旎风光。
经组委会安排，赛事分为个人
组 10 公里、个人组 5 公里、情侣组 5
公里以及亲子组 5 公里。5 公里路线
以文府路波溪丽亚湾旁为起点，途

赛后来张合影吧。

花絮
志愿服务添亮色
本报文城 11 月 24 日电 （记
者李佳飞）分发补给物资、指引比
赛线路、维持现场秩序……11 月
24 日上午，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以及文
昌市政府共同举办的 2019“奔跑
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文昌站活动在
文昌市文府路波溪丽亚湾旁起跑，
现场百余名志愿者忙碌的身影，为
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我非常喜欢参加社会实践活
动，从大一到现在参与过许多志
愿者活动，在不同活动中需要跟
不同的人打交道，可以锻炼自己
为人处世的能力，学到不同的知
识，增长见识，也让自己变得更加
开朗。”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大二
学生陈伊媛一边发放活动物资，
一边笑着说。
据了解，活动当天，海南外国
语职业学院共组织 100 余名志愿
者到现场，他们分散在能量补给
点、医疗保障区、物品存储等功能
区域，
协助此次比赛顺利完成。

本地跑吧跑友约跑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柳莺
“来！排好队！我们合影
啦！”11 月 24 日上午，
“ 奔跑海南”
文昌站活动一结束，来自文昌紫
贝跑吧的成员在团长的召集下，
迅速站成两排，等待摄影师按下
相机的快门键。
这是一个刚成立不久的文昌
本地跑团。
“ 我们 10 月 16 日才成
立，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事业单
位职员，有教师，有个体户，还有全
职妈妈。我们都喜欢运动，喜欢跑
步，因为共同爱好聚在了一起。”据
文昌紫贝跑吧成员段海军介绍，跑
吧成立之后不断扩大，迅速得到了
本地健身房的赞助和社会各界的
关心，一个多月的时间，已经聚集
了 86 名成员。
运动使城市充满活力，城市因
运动焕发生机。此次参加“奔跑海
南”文昌站活动，对文昌紫贝跑吧
来说意义非凡。
“ 这次活动我们总
共来了 53 个人。这也是我们跑吧
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体育赛
事，对于提升全体成员的凝聚力非
常有帮助。”段海军说。
（本报文城 11 月 24 日电）

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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