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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奔跑海南”全民健跑活
动，很多人都会有个共同的感受
——欢乐。

本次比赛设置了个人组10公
里、个人组5公里、情侣组5公里和
亲子组5公里等4个组别，吸引了
更多人参与其中。14日上午，还不
到7时，万绿园出发区的草坪上就
开始热闹起来，爸爸背着儿子、情
侣互挽着手、朋友间谈笑风生、跑
团内队员共同热身……无论是幼

儿，还是精神矍铄的老者，脸上都
带着笑容。

现场，一个仍躺在婴儿车内、身
着比赛服、胸前挂着号码布的小选
手吸引了不少人注意。“虽然他只有
8个月大，但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热
情和快乐。”孩子的父亲陈运生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得知“奔跑海南”活
动报名消息后，妻子提议带着不足
一岁的孩子一起参与。陈先生说，
现在提倡全民健身，虽然孩子还小，

但他也想让孩子感受这种氛围。
在健跑的队伍中，不乏大学生

的身影。今年19岁的薛晴悦是海
南政法职业学院的大一学生，从老
家浙江来到海南求学，南国冬天的
温暖气候让她感觉格外舒适。“年
轻人更需要健康的生活方式。”薛
晴悦表示，这次健跑活动，学院的
几十个同学自发参与进来，用脚步
丈量这个美丽的城市。

“这个活动办得非常好，能展

示海南跑友的健康和热情，展示自
贸港建设的成果和风采。”来自海
口的跑友王福祥表示，通过健跑活
动，能激发市民游客对健康生活方
式的关注，也让每个参与者换个角
度感受椰城海口的魅力。

不仅如此，记者还注意到，“奔
跑海南”全民健跑活动开跑后，微
信、抖音等媒体发布平台上，关于
赛事的“二次传播”也十分火爆，并
获得许多点赞。

■ 本报记者 郭萃

12 月的海口，温
暖如春，正是运动健身
好时节。

12月14日上午7
时30分，随着清脆的
发令声响起，“奔跑海
南”2019环岛全民健
跑（海口站）活动在海
口万绿园正式开跑。

迎着晨曦的曙光，
来自省内外的1500余
名选手相聚椰城，穿梭
在椰风海韵中，用一场
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奔跑出一座城市的动
感和欢乐，感受城市的
新变化和新气象，也奏
响了海口文体旅融合
发展的“交响曲”。

此次活动由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海口市政府、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共同举办，由
海南银行、海马汽车、
金地集团赞助支持，旨
在以全民健跑的形式，
激发特区精神，为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凝
聚强大力量。

一场赛事“沸腾”一座城。“沸
腾”的不仅是奔跑着的参赛选手，
还有默默奉献的各行各业后勤保
障人员。在志愿服务、赛事保障等
环节，此次健跑活动也有不少“细
微之处见真情”的画面。

早上6时20分，本次活动的志
愿者、来自海南大学的大二学生吴婷
比参赛选手更早地来到比赛现场。

6时30分，医疗保障小组所有
人员、救护车到位，全力为比赛护
航。与此同时，安保人员、消防人
员也全部就位。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健跑志愿
活动，负责在运动员存衣室检查盛
衣袋，核对个人信息。为了此次志
愿服务，我事先也做了相关的准备
工作。”对于参加此次志愿服务活

动，吴婷显得非常兴奋。
“我们在沿途设置了能量补给

站，为参赛选手提供食物、矿泉水
等补给，同时比赛现场还有安全救
援保障、医疗救护服务。”主办方相
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能用周到的服
务为参与者提供最好的健跑体验。

据了解，为保障赛事顺利进
行，现场共有 120 名来自海南各

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为比赛选手
提供志愿服务。同时，现场配备2
台AED（自动体外除颤器）、1辆
救护车，设置 2个医疗点，4名来
自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随
时提供医疗服务；此外沿途还安
排了20名具备医师资格证、AHA
急救证书的专业赛道救援队急救
保障人员。

作为全省规模大、参与度高、互
动性强的环岛全民健跑活动，“奔跑
海南”力争打造环岛健跑品牌。

“此次活动特别制定特色健跑
线路，不管是5公里还是10公里的
赛道，沿途皆风景，其中部分路段临
海，非常适合健跑，可以让选手可以
获得更好的跑步体验。”主办方相关
负责人介绍，参赛选手在奔跑过程
中可以欣赏到万绿园热带海滨生态

园林风景、波光粼粼的海面以及海
口世纪大桥等标志性景观。

“举办此次活动，可以向更多
人集中展示海口良好的城市生态
环境、全域旅游风貌和健康养生资
源。同时，通过推动海南‘体育+
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展
现海南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

一直以来，海口市都非常重视
体育产业发展，为提升海口市公共
体育服务水平，今年共投入908万
元改善基层公共体育设施，新增全
民健身设施136套1224件。

在“体育+文化+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的背景下，海口不断提升城

市形象和体育旅游影响力，
通过策划内容丰富的
文体活动和打造

品牌赛事让世界认识海口。除了此
次奔跑海南活动外，今年海口市还
策划了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总决赛
（海口站）、2019年国际旅游岛帆板
大奖赛、湖南卫视2020海口跨年晚
会、2019国庆特色骑楼老街旅文融
合活动和全民健身活动等近200项
文化、旅游、体育活动。

（本报海口12月14日讯）

海南银行助力“奔跑海南”
本报海口12月14日讯（记者郭萃）为推

动海南“体育+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海
南银行积极响应号召，12月14日在“奔跑海南”
2019环岛全民健跑（海口站）活动现场为参赛
者提供金融知识普及、物资补给等服务。

据了解，海南银行开业至今一直把助力社
会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担当作为企业文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开展精准扶贫、爱心助
学、志愿服务等各项社会公益活动，倡导绿色健
康生活。既为企业发展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也
为菜篮子工程、医院、学校等民生事业解燃眉之
急。海南银行先后荣获中国地方金融“十佳成
长性银行”“十佳支持小微企业银行”等称号。

如今，秉持着“海纳百川、至诚行远”的核心
价值观和“更懂海南人、更系海南情”的服务理
念，海南银行以服务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为
根本，加快打造美好新海南的特色银行、自贸区
的创新银行、地方法人机构的成熟银行，努力为
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金融力量。

“海南正在推进自由贸易区、自贸港建设，
一系列利好政策出台。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
上，海南银行将大力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以高度的压力感、责任感
和使命感，全面行动起来，让经济更繁荣、金融
更稳健，助力海南自由贸易区、自贸港建设。”
海南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奔跑海南”逐渐打响品牌

广东广西跑友组团嗨跑
本报海口 12 月 14 日讯 （记者郭萃）随

着“奔跑海南”2019环岛全民健跑活动逐渐
打出自己的品牌，这一活动的影响力也不断
提高。“奔跑海南”2019 环岛全民健跑海口
站活动 12月 14日早在海口万绿园开跑，与
去年不同的是，今年有不少省外选手专程赶
来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的10公里男子组和
女子组冠军就分别被来自广西的两位选手
获得。

此次健跑活动 10公里男子组冠军施杨
全来自广西南宁。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
是他第二次参加“奔跑海南”全民健跑活动，
第一次是5月18日参加琼海站活动，也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奔跑海南’在广西的跑友圈
里已经颇具影响力了，这次我们组了队专程
赶来参赛。”施杨全说。

10公里女子组冠军邓玉芳同样来自广西
南宁，她认为海南的气候非常适合举办全民健
跑活动。邓玉芳说，跑完步最深的感受就是舒
服，“这还第一次在海口跑步，整个路线临海环
林，沿途风景非常漂亮，而且空气也好，跑完特别
畅快，还有点意犹未尽。”

据了解，此次还有广东跑友团的成员组团
参加。“目前‘奔跑海南’活动的影响力主要是在
南部省份，我相信随着举办次数和规模的增加，
活动影响力今后必将逐渐扩大到全国。”广东跑
友团一成员说。

——打造全民健身大舞台乐

——“多方联动”的保驾护航赞

——助推“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融

赛事影响

爱心企业

“奔跑海南”海口站开跑，1500余名选手跑出动感、跑出欢乐

奔跑海口 拥抱美好

⬅ 一对夫
妻推着孩子跑
到终点。

⬅ 跑友在海口舒适的天气中快乐奔跑。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茂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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