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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标赛事已达11个

国际田联标牌赛事是世界各国赛事标准
的风向标。对办赛城市而言，进入国际田联
标牌赛事体系，是对马拉松赛事标准、水
平、国际化的认可。

在深圳马拉松之前，我国内地已有北京
马拉松、上海国际马拉松、厦门马拉松、重
庆国际马拉松、黄河口 （东营） 国际马拉
松、兰州国际马拉松、广州马拉松、衡水湖
马拉松、扬州国际半程马拉松、太原马拉松
等10场国际田联金标赛事。其中，衡水湖马
拉松、太原马拉松都是今年新增的金标赛事。

截至 2018 年，在国际田联标牌赛事中，
无论是总量还是金标赛事数量，中国都位居
首位。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赛事积极参与
到国际田联的标牌赛事申报当中。

在日前举行的 2019 国际田联路跑会议
上，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王楠介绍，自 1981
年首次在北京举办马拉松比赛以来，中国路
跑运动已经历了 39个年头，大致可分为 3个
阶段：1997年之前为第一阶段，彼时中国路
跑基本是为竞技体育服务，大众参与度低，
每年全国马拉松赛事不超过10场。从1998年
至2013年为改革期，比赛关门时间延长，赛
事逐步向大众开放，全国赛事数量增长到近
39场。

此后至今为第三阶段。2018年，中国共
举办800人以上的路跑赛事、300人以上的越
野跑及其它规模赛事1581场，同比2017年的

1102 场增加 479 场，增长率达 43.46%。路跑
运动俨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最喜爱的运动
方式之一。

国际田联路跑事务总监阿莱西奥·磐迹对
中国的马拉松热情颇有感触。他说，中国有
越来越多的比赛已经成功申请为国际田联标
牌赛事，标牌赛事会促进主办方更加注重赛
事质量，鼓励更多城市提升办赛标准。

路跑产业发展迅速

马拉松赛事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带动了
整条路跑产业链的发展。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
关运动规模赛事年度总消费额达 178 亿元，
全年赛事带动的总消费额达 288 亿元，年度
产业总产出746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7%。

“路跑正展现出极强的产业价值。各类参
与主体的创新发展理念，推动了中国路跑赛
事向高质量发展。”王楠说，“越来越多的路
跑赛事运营公司通过创新发展，驱动赛事服
务和体验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路跑装备生产
企业通过创新发展，为中国跑者带来更好的
专业装备。”

马拉松赛事对于消费的拉动十分明显。
近年来，在政府组织、商业运作、民众参与
的模式下，马拉松衍生的消费领域正不断扩
展，从鞋服等跑步装备到能量胶等补充食
品，相关产品在线上线下的销售一路看涨。

对城市而言，通过赛事推动旅游等“马
拉松经济”的发展、提升城市知名度，获得

赛事的社会溢出效应，是主办马拉松赛事的
重要驱动力。厦门马拉松组委会办公室主任
吴明显介绍，厦门马拉松与旅游密切结合，
2018年共有3.3万人报名，其中市外人口占到
2.7万人，经济效益达到2.9亿元。

国际田联 CEO 乔恩·瑞奇认为，中国创
新发展路跑运营模式，中国田协与地方政府
充分协作，并引入社会力量，不断推动路跑
赛事扩大规模和提升影响力，进而吸引国际
跑者、赛事组委会和品牌的广泛参与。这一

“黄金三角”的合作模式，让基于马拉松运动

的完整产业快速崛起。

赛事水平有待提高

中国马拉松赛事的快速成长领跑世界，
但也经历着成长的烦恼。去年年底，多场马
拉松赛事出现志愿者干扰比赛，参赛选手抄
近道、替跑等现象。

马拉松文化基础薄弱，行业规则意识尚
未健全；产品创新不足，赛事同质化现象明
显；行业监管的理念及方法亟待创新；针对
相关办赛方出现的违规问题处罚不及时；马
拉松项目竞技水平还有待提高——实现了量
的积累，中国马拉松赛事急需质的飞跃。

“虽然中国路跑运动发展迅速、数字增长
飞快，但放在世界路跑这个大环境里，中国
路跑还处于成长期，还是有很多的事情需要

学习、需要提高。”王楠说，“特别是在赛事
的组织运营、品牌打造、文化推广以及路跑
产业的布局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今年，中国田协通过加强赛事管理、严
惩赛事违规行为、完善注册管理办法、追究组
委会渎职责任、加强非共办赛事监管等措施，
保障马拉松赛事的有序开展。而随着马拉松
赛事办赛和参赛经验的积累，赛事服务水平
以及马拉松文化的培育也正在进入新阶段。

此外，中国也在积极寻求走出去、请进来的
国际交流渠道，用马拉松搭建中国人民和世界
人民民心相通的桥梁，增进彼此间的友谊。目
前，成都马拉松已成为中国首个世界大满贯
候选赛事。中希马拉松论坛、上合组织马拉
松系列赛、“一带一路”马拉松系列赛等国际
交流活动，增进了路跑运动领域之间中国与
世界的交流。

安全出行有保障

“这条路对于骑行爱好者，尤其是老年人来
说好处非常多。首先避免了和机动车的摩擦，
其次道路有限速，保证安全。”今年80岁的黎大
爷是一名骑行爱好者，自行车专用路一开通，
他便带上爱车前来体验。

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通告，自行车专
用路是仅服务于非助力自行车通行的城市道
路，禁止行人、电动自行车及其他车辆进入。
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骑行
最高时速不超过15公里。

由于不在早晚高峰，自行车专用路并不繁
忙。笔者在骑行途中看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其中
有很多都是老年人，还有父母带着孩子来体验
的。

“孩子说一定要骑完全程。我们希望用这种
方式帮助孩子锻炼身体。”市民王女士表示。

市民张先生也带着老伴一起来体验这条
“新鲜出炉”的专用路。“平时我不敢上街骑
车。现在有了这条路，骑行安全多了，两边风
景也好，真不错！”他说。

健康骑行服务好

骑行爱好者李先生已经坚持骑车 10 年了，
今年 63 岁的他整好了装备，准备在自行车道上
体验一把。“这条路修得挺有意思，隔一段就有
一条弯路，让人骑起来不觉得枯燥。希望能越
修越长，让我们骑个过瘾！”他说。

随着共享单车和骑行文化的普及，绿色出
行、健康出行的理念被越来越多人接受。据统
计，截至6月6日14时，该条自行车专用路已累

计通行7.8万余车次。
在回龙观地铁站门口，一个个立体停车库

上整齐摆放着大批共享单车。一出地铁站，自
行车专用路的入口标志牌即呈现在眼前。据工
作人员介绍，这些共享单车都是市民自发停放
的，方便日常骑行使用。每个出入口都有安保
人员执勤，劝阻行人和其他车辆进入。

由于回龙观和上地之间有明显的潮汐交通
现象，故自行车专用路还设置了专门的潮汐车
道。宽 6米的道路设 3条车道，其中 2条绿色通
行车道，1条红色潮汐车道。早晚高峰时，潮汐
车道分别由自东向西和自西向东的车流使用。

此外，在8个出入口处，引进了荷兰自行车
坡道助力技术，只需要把自行车车轮放在轨道
上，手扶把手，轨道就会自动助力，省时又省
力。骑行途中，还有公共厕所、服务区、养护
工区等服务性区域，供骑行者喝水、休息。

每次乘坐公共交通时，总要感
慨：年轻的“低头族”真的是越来越多
了。如今，无论是在公交上还是商场
里，随处可见手中捧着手机或平板电
脑等电子产品看得入迷的孩子。

在青少年近视率高发的背景
下，保护好孩子的眼睛任重而道
远。根据世卫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
显示，我国的“近视大军”目前已
达6亿，其中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
第 一 ， 小 学 生 的 近 视 率 也 接 近
40%，高中和大学学生的近视率均
已超过七成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在造成近视的多种原因当中，
因过多接触电子产品所造成的伤害
实在不容小觑。电子产品中所含的
短波蓝光可以穿透晶状体直达视网
膜，若是长时间接触，很有可能会
受到不利影响造成近视。尤其对于
儿童来说，眼睛还处于发育阶段，
受到蓝光的影响会更为严重。

数字化时代，无论是学习辅导
还是课后娱乐，电子产品的确已成
为孩子生活中的一部分，完全不接
触当然矫枉过正。因此，如何引导
孩子有保护、有节制地使用电子产
品，是体现家长和老师教育智慧的
一道“必答题”。

从学习辅导的角度来说，当
前，不少学校教师使用一些App来
给学生布置作业，在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客观上增加了孩子使用电子产
品的时间。是否可以适当减少电子

作业所占比例而向纸质作业倾斜？
去年8月，教育部、国家卫健

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综合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
到2030年我国6岁儿童近视率要控
制在 3%左右的目标。《方案》 明
确，学校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

“本着按需的原则合理使用电子产
品，教学和布置作业不依赖电子产
品”，目的就是为了引导学生科学
合理地使用电子产品。

从课后娱乐的角度来说，真实
世界里的广阔天地远比手机、电脑里
的游戏、影视剧更有趣。何不引导孩
子走出家门、更多地拥抱大自然，多
上几堂多姿多彩的户外实践课呢？与
此同时，父母也可以暂时从繁忙的工
作中抽离，拿出更多时间参与孩子成
长，一举两得。

对孩子来说，电子产品要看、
要用，但要用之有道、用之有度。
使用初衷是为了帮助成长、方便学
习，若是最后反而伤了眼睛，变成
消遣时间的“玩具”，那就得不偿
失了。

赛事数量“井喷” “金标”遥遥领先

马拉松赛事激活城市新动能
本报记者 刘 峣

近日，中国马拉松赛事再传喜讯——经国际田联评审认定，
深圳马拉松升级为国际田联路跑金标赛事，这也是中国大陆地区
的第11个金标马拉松赛事。

自2008年国际田联开启路跑赛事标牌认证以来，中国马拉松
标牌赛事数量已从两个增加到24个。10多年来，中国马拉松赛事
的办赛水平、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随着全民健身的发展，马拉松赛事近年来数量“井喷”。据统
计，每周都有近10场各具特点的马拉松赛事在全国各地上演。作
为新的“城市名片”，马拉松赛事成为助推全民健康、旅游消费、
经济增长、城市发展的重要抓手。

健康出行 一路畅通

体验北京首条自行车专用路
刘林伟 文/图

减少“低头族”
缩小近视率
■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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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首条自
行车专用路日前开
通试运营。该路线
东 起 昌 平 区 回 龙
观，西至海淀区上
地软件园，全长6.5
公里。据悉，该条
专用路将服务于沿
线约1.16万通勤人
口。除了快速通勤
之外，这条自行车
专用路也为不少骑
行爱好者提供了运
动健身的“绿道”。

上图：地铁站外的自行车
立体停车库。

右图：自行车专用路。

上图：地铁站外的自行车
立体停车库。

右图：自行车专用路。

6月 2日，参赛选手在 2019
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中。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