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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不松劲
马拉松仍将保持蓬勃发展

近日，中国田径协会发布通知要求，马
拉松等大型活动、赛事暂不恢复，同时要求
各赛事组委会、运营单位采用网络形式向当
地群众推广并科学指导居家跑步锻炼活动。
为充分保障跑者权益，各赛事组委会应充分
做好赛事取消、延期等赛事信息的及时发
布，并做好与跑者的沟通等工作。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近年来蓬勃发展
的中国马拉松产业按下了暂停键，赛事的延
期或取消让马拉松产业面临严峻挑战。今年
3 月 22 日，千名跑者参加了在都江堰青城山
景区举行的2020成都双遗马拉松健康跑，成
为疫情发生以来的“全国第一跑”。不过在此
之后，马拉松赛事的大门再度关闭。

在近日由人民网主办的2020中国马拉松
风云会上，中国田协主席蔡勇表示，今年上
半年，有50余场马拉松赛事延期或取消，给
广大跑友、赛事组委会造成了较大影响。

面对疫情，马拉松赛事停下了脚步。静
待重启之余，中国马拉松也有了难得的“冷
思考”机会。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马拉松
赛事公司应借此机会修炼内功、优化流程，
行业的优胜劣汰会在下半年和明年有所体现。

中国体育政策研究院院长、中国体育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认为，疫情给今
年的体育工作带来了意外的扰动和冲击，
也暴露和放大了一些体育事业发展中存在
的短板、不足和问题。“应对疫情带来的影
响，既要尽快出台有效的短期应对措施，
也要通过改革解决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问
题，加强中国体育抵抗风险、持续发展的
软硬实力。”鲍明晓说。

虽然居家成为疫情期间的常态，但民众
的健身热情并未消弭。运动从线下转移到线
上、从跑道飞向了“云端”，形式多样的线上
马拉松缓解了不少跑者等待的焦虑。近日，
2020石家庄马拉松春季赛 （云端马） 举行了
线上开幕式。疫情期间，比赛在线上进行，
参赛者使用任意可记录跑步数据的应用程序
完成比赛，并上传成绩截图。

“大众对于身体健康的迫切需求和高涨热
情让我们相信，疫情的影响是暂时的，中国马
拉松依然会保持蓬勃发展的态势。”蔡勇说。

首次获颁白金标
赛事数量和质量都在提升

在2020中国马拉松风云会上，人民体育
与人民网舆情中心发布了 《2019年最具影响
力马拉松排行榜》。据了解，今年榜单增加了
赛事品牌创新、参赛选手个人视频服务等指
标，更加符合当前国内马拉松赛事发展和传
播的规律和趋势。在 300 余场纳入评比范围
的赛事中，北京马拉松、厦门马拉松、广州
马拉松、武汉马拉松、杭州马拉松、兰州国
际马拉松、无锡马拉松、上海国际马拉松、
重庆国际马拉松、成都马拉松位列前十。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推动马拉松运动
发展的力度持续不断。据榜单统计，截至
2018年，全国 31个省区市中有 285个地级市
举办过马拉松赛事，举办城市数量达到了全
国城市总数的 85%，赛事普及化成为中国马
拉松发展的大趋势，更多的三四线城市也开

始加码涉足马拉松赛事，马拉松赛事正在逐
渐下沉。

随着赛事数量增长，国内马拉松赛事质
量也在不断提高。今年 3 月，上海马拉松被
国际田联授予白金标赛事称号，成为国内第
一个达到白金标门槛的马拉松赛事；同期，
合肥马拉松也成功升级金标。截至目前，国
内马拉松已有13场金标赛事。庞大的参与人
群、多元的赛事组织和参与方式、全新的技
术升级，让马拉松“跑”出一片新市场，有
效促进消费升级，拉动周边产业发展。

在赛事提质的同时，马拉松跑者也更加
成熟。时至今日，跑步、跑马已经不再是简单的
一项运动，越来越多的人将它视为一种阳光健
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跑者水平的进步，促
使赛事组织者必须正视跑者的需求，在技术、
服务理念等专业性方面投入更多。

对此，蔡勇表示，中国田协今年将进
一步培育行业市场新功能和推动田径项目
文化建设。“让人们在追求美好运动生活的
同时，加深对马拉松文化的理解；在追求
公平正义的同时，加强对规则的遵守和守
护。最终达到提升文化自信、增强群众参
赛幸福感的目的。”

办赛活用新技术
在专业性基础上加强创新

近年来，中国马拉松的创新不断加速。
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环保创新等元素为赛
事融入了更多内涵，也为跑者提供了更多运
动之外的收获。在此次中国马拉松风云会
上，主办方首次设立“创新案例展示”环
节，以期丰富马拉松的文化内涵、科技内涵。

在去年的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上，主办方
推出了“Green Race（绿色赛事） 计划”，所
有赛事期间消耗的水瓶都将被回收加工，二
次利用生产成雨衣及抽绳袋售卖，将大型消
耗的路跑赛事变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环保赛
事。同时，自 2015 年起，上马组委会推出

“上马 APP”，跑者通过 APP可以一键报名所
有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及系列赛事，还能够在
平台上展示训练成果、查询比赛成绩、生成
比赛证书、下载比赛照片等。

随着 5G、4K、VR等新技术的应用，马
拉松的观赛体验、赛事服务也得到了进一步升
级。2019 年重庆马拉松比赛引进了世界马拉

松大满贯“黑科技”——ICS5.0 赛事智能指挥
系统，使赛事医疗指挥中心能实时监控和调度
各类医疗资源、快速高效处置突发事件，通过
获取现场实况影像进行直观指挥、专家远程介
入、获取赛道实时环境数据并及时进行动态调
整，大大提高了处置应急突发事件的能力。

业内人士认为，在创新浪潮的驱动下，中
国马拉松赛事已呈现出普及化、国际化等发展
态势。伴随着“新基建”的推进，智能化、网络化
也将成为中国马拉松产业发展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马拉松赛事
以打造“完美”赛事为目标，以期在各个环节推
陈出新。但从呈现出的结果来看，赛事的特色
未得到凸显，跑者的参赛体验也没有得到本质
上的提升。对于仍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国马拉松
而言，赛事创新要把握好“度”，将提升赛事质
量作为创新的目的和归宿，借助新技术、新科
技、新场景，获得新能量，实现新突破。

对此，资深跑步媒体人陈远丁认为，马
拉松赛事创新应遵循专业性、人性化和特色
化，不要损害赛事的专业性，不要瞎折腾城
市、市民和跑者，不要一味做加法；而是要
适度、均衡，结合城市、人文、民俗的特
色，打造赛事特色。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方兴未艾的中国马拉松产业发展按下暂停键。还记得两年前吗？
2018年4月15日，全国各地有40场马拉松同时开跑，20多万名跑者在春光中肆意奔跑。而今，受
疫情影响，马拉松赛事纷纷延期或取消，“等待起跑”仍是中国马拉松的主题词。

与此同时，疫情带来的寒意也促使更多从业者冷静思考，探讨产业发展中的短板、不足和问
题。应对无赛危机和疫情过后的蓬勃热情，马拉松产业需要求变求新。

中国马拉松赛事等待起跑
本报记者 刘 峣

本报电（立风） 从 4月 13日起，清华
大学、华中科大、杭州电子科大等8所高校
陆续开展“云动会”，这是中国大学体育史
上首次举办线上体育比赛，为疫情期间的
师生提供在家也能一展身手的运动舞台。

“云动会”比赛项目包括俯卧撑、仰
卧起坐、开合跳等多个基础健身动作，阿
里体育旗下 APP 乐动力将为赛事提供技术
支持。

其中，华中科技大学将于4月16日-22
日举行 2020 年春季“喻见”线上单项体能
挑战赛。参赛师生只需在家清理出3-4平方
米的场地，将手机应用乐动力打开后放置
墙脚，人体在摄像头前调整入像角度，直
至应用提示识别成功后，便可开始运动。
乐动力 APP 将通过 AI自动判断动作是否标
准到位，并自动记录保存动作完成的质量
和数量。

华中科技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孙竞波表
示：“为了保证比赛公平性和竞技性，这次
线上赛事将采用已通过教育部备案的乐动
力APP，它的动作识别技术和视频生成功能
将作为比赛的评判标准，组委会将据此裁

定名次并发奖。”本次春季“云动会”产生
的竞赛奖项将同样被校方认可，记入学生
在校期间的获奖记录。

“AI运动”是阿里体育旗下互联网运动
服务平台乐动力 APP 于疫情期间上线的新
功能，目前可用于智能识别仰卧起坐、深
蹲、开合跳、俯卧撑、平板支撑等健身动
作，满足疫情期间宅在家中用户的基础锻
炼需求。

除了校园春季“云动会”，乐动力“AI
运动”还为运动打卡提供了更优解法。同
学们可以通过线上运动打卡的方式，完成
校方布置的锻炼任务。动作完成质量和数
据交由 AI 采集，体育老师可以通过视频回
看了解任务完成情况和质量。截至 4 月 10
日，已经有中南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华侨大
学在内的 11 所高校在校生使用乐动力 APP
完成运动打卡任务。数据还显示，“AI 运动”
功能上线至今，超过 1 万名通过校方认证的
在校生于乐动力客户端参与了运动。

据悉，在现有 5 个动作基础上，跳绳、
波比跳以及更多舞蹈娱乐类动作后续也将
加入。

首届高校春季“云动会”启动首届高校春季“云动会”启动

据新华社电 为减少人员聚集和流动给
疫情防控带来的风险，教育部近日印发通
知，要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暂停恢复学校
体育单项赛事、综合性运动会等大型体育
活动和聚集性活动，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针对疫情防控
要求，统筹调整年度体育教育教学、运动
训练与学生锻炼活动计划，合理制定教学

组织实施方案。
同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深入推进

学校体育教学改革，聚焦“教会、勤练、
常赛”目标，注重“教健康知识、传运动
技能、练身体素质、育品德意志”，不断
丰富学校体育教学、训练、竞赛等组织形
式，减少人员聚集，帮助学生通过体育锻
炼“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
炼意志”。

学校体育单项赛事等大型体育活动暂停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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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际乒联首席执行官史
蒂夫·丹顿近日发出一封公开信，传达乒
联近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动态的
同时，也传递出对现有赛事体系进行大
刀阔斧改革的决心，其中包括取消世界
乒乓球单项锦标赛、只保留团体世乒赛
的设想。

丹顿提出这一大胆设想的前提是，
国际乒联在过去两年间已就设立世界乒乓
球公司 （WTT） 做好规划，并在被新冠
肺炎疫情打断前已经在着手实施，而这个
以商业方式运营赛事的全新机构将最终呈
现每年3到4个“大满贯”赛事。

“每年3到4个大满贯，再加上单项世

锦赛，不仅战线拉得太长，同时赛事日程
和市场运转也会出现冲突。大满贯赛事将
覆盖更大的观众群，也比每两年一届的单
项世锦赛表现更好。通过这些赛事，我们
能够更好地定义所谓单项世界冠军。”丹
顿在公开信中这样解释道。

在他看来，这样的安排是真正“把运
动员和球迷放在乒乓球项目更核心的位置
上”，在乒联规划的新赛事体系中，国家
协会将专注于团体赛事、奥运会和残奥
会，而运动员们则在个人赛事上“把控自
己的命运”。

这封公开信里，丹顿首先坦承，疫情
令整个体坛遭受重创，包括不可避免的财

政困难；但他乐观地指出，艰难的日子也
带来巨大的契机，行动被迫戛然而止令人
们“可以就已知过往表现不佳的所有领域
进行反思和改进”。

疫情发生以来，国际乒联已经两次推
迟了原定于韩国釜山进行的2020团体世乒
赛，取消 6月底前所有国际乒联赛事和活
动。国际乒联还专设任务小组，随时观测
疫情走向，以确保乒联能应势而动。

随着 2020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推迟
至 2021 年夏，国际乒联也在着手修订
2020 和 2021 赛事日程。丹顿称，国际乒
联的总体赛事日程“可能要到 2022 年才
能重回正轨。”

国际乒联或将以职业满贯赛取代单项世乒赛

近日，北京天气晴好，温度适宜，人们来到户外锻炼身体，享受春光。图为
4月11日，一名小男孩在北京世纪坛公园跳大绳。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春光好 运动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