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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占轶）想体验在青
海徒步的感觉吗？想走近“中华水塔”感
受大自然吗？想了解青海体育的独特魅
力吗？ 6 月 21 日，2018 中华水塔国际越
野 行 走 世 界 杯 赛 组 委 会 举 行 新 闻 发 布
会，宣布本届“世界杯”赛 6 月 30 日起，
在玉树市启动，大赛设玉树、乐都、贵德
三站。

赛事由国际越野行走联合会、省体育
局、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海南藏族
自治州人民政府、海东市人民政府主办，
贵德县人民政府、玉树市人民政府、乐都
区人民政府、青海省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承
办。蕴含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体现三江
之源的丰富多彩，是 2018中华水塔国际越
野行走世界杯有别于其他赛事活动的重
要特点。其中，玉树站比赛日期为 6 月 30
日至 7月 3日，比赛路线总长为 21公里，乐
都站将于 7 月 7 日举行，比赛路线总长为
10 公里，7 月 8 日最后一站贵德站为 19 公
里，三站共有来自世界各国和国内各省区

市的 4000 余名越野行走高手和爱好者参
赛。

据了解，2018 中华水塔国际越野行走

世界杯赛，将围绕“奋进新时代，青海更出
彩”的主题来组织策划，特别是在赛事期
间集中展示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精

粹，同时，赛事期间将努力提升群众的参
与性，同期组织开展若干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化体育活动，宣传和展示多姿多彩的民
族特色文化。

省体育局副局长杨培表示，中华水塔
越野行走系列赛事去年起正式升级为世
界杯赛事。赛事活动的发展，见证参与
了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生态环保和
全民健身事业取得成就的辉煌历程，除
了全力组织好赛事活动，提供优质服务，
提升竞技水平外，本届赛事将更加注重
挖掘文化内涵，倡导生态环保，展现人文
特色。

“我们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让国内外越野行走
爱好者，深刻感受大美青海的自然、人文、
生态美，宣传壮美玉树，人文乐都、尊道贵
德、大美青海，紧扣时代主题，弘扬民族精
神，增强文化自信，践行节俭办会的原则，
把本届中华水塔国际越野行走世界杯赛
办得更加精彩。”杨培说。

中华水塔国际越野行走世界杯来了

情怀是一种很奇妙的情感升华之旅，
它就像品茶一般，沁人心脾的香气和甘甜
总是慢慢才能体会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
始，“相约七月去环湖”就像约定俗成一样，
成了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与环湖赛的相识与相知，总是在一次
又一次回味中感受到不同的心境。朋友小
聚，总说不谈工作。但无一例外，话题总是
不可避免地落在环湖赛上，言语之间流淌
的不仅仅是苦中作乐的惺惺相惜，更是环
湖赛带给心底深处的那份自豪感和荣耀
感。《青海梦》《在路上》，手机音乐伴奏的声
音很快被大家的歌声淹没，随之鼓掌欢呼，
随之热泪盈眶，这样的场景似乎总是自然
而然就发生了。

我们无数次地问，这，到底是一种怎样
的情怀？说不清，道不明，但它总是那么神
奇地把我们的心凝聚在一起。

这种情怀，是永不放弃的精神指引。
2013 年，我从一个环湖赛观看者有幸

成为了环湖赛记录者，每天忙碌奔波，感觉
环湖赛的采访生活比车轮转得还要快，节
奏比比赛还紧张，然而那时只是沉浸在每
天的新鲜感和速度激情中；2017 年，我幸运
地见证了青海天佑德洲际车队创造历史穿
上了黄衫，在海拔 4120 米的大冬树山垭口
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那一刻，我突然
懂了，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我们总
喜欢站在终点处等待车队到来的那一刻，
原来就是一种充满希望的等待，更是怀抱
希望的向往。

每一场比赛结束，回望来时的路，不由
地感叹这一路走得太艰辛。对于环湖赛来
说，又何尝不是？办赛之初，质疑声来自环
湖赛能走多远；走出省门，疑问来自环湖赛

能有多大的影响力……在压力与动力并行
的挑战中，环湖赛已经迎来了第 17 届，尽管
它还很年轻，但却已经是中国自行车运动
中的标杆赛事，当荣誉、掌声和“刮目相看”
都纷纷涌来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一项
赛事带给我的感动和力量，向前看，不放
弃。

这种情怀，是“总想为环湖赛做点什
么”的责任感。

在环青海湖自行车联赛的赛场上，来
自全国各地的自行车爱好者用“崇拜”的语
气说：“你们青海的环湖赛厉害了！”作为一
个土生土长的青海人，那一刻的感觉就是
自豪感和自信心满满爆棚。环湖赛让遥远
的青海不再遥远，它就像一块磁铁，把世界
的目光紧紧地吸引在青海这片热土上，让
我的家乡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向
世界发出呐喊。

正是这样一份割舍不下的情感，让每
一个青海人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注着
环湖赛的成长。总想为环湖赛做点什么，
这或许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每一届环湖
赛，总有那样一些令人难忘的人、事和画
面。“环湖赛是咱青海自己培养起来的赛
事，咱就得做好东道主。”“环湖赛是青海的
金名片，得做好服务，不能给环湖赛丢人，
给青海人打脸。”……每次听到这些再不能
朴素、再不能简单的话时，我的心里总是涌
动着无法抑制的激动。一项赛事改变了一
座城市，也改变了这里的人们，这种责任感
让我们握指成拳，坚定前行。

有人说，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
身体，总有一个在路上。我想说，在与环湖
赛相伴的日子里，灵魂和身体，每天都在路
上。

本报讯（记者 李占轶）这几天,湟
中莲花湖彩色跑活动的消息刷爆了
很多人的朋友圈。参与名额有限，再
不抓紧，可真的没你的份了。

长期以来，冲向终点是大多数人
对于一场跑步活动的理解。彩色跑
打破传统，摒弃对奖牌的争夺，秒杀
无趣的跑步过程，让五公里的每一步
都色彩斑斓！环湖赛全民欢乐彩色
跑已经连续两年在湟中莲花湖举办，
数以千计的彩色跑爱好者齐聚湟中
县莲花湖畔，掀起了色彩风暴。今
年，“永庆和杯”迎环湖赛第三届全民
欢乐彩色跑（湟中站）由省体育局、青
海省体育总会主办，湟中县人民政
府、西海都市报社、青海省路跑运动
协会承办。

大汗淋漓算什么？工作压力怕
什么？不甘寂寞的白 T 恤在呐喊，让

颜色来得更猛烈些吧！彩色轰炸后
的音乐点燃全场。甩掉疲惫、忘掉

“矜持”，在缤纷的彩色嘉年华中迸发
最耀眼的光芒。

还等什么，快来报名，开启一段
美妙的缘分之旅吧！报名方式第一
步，扫描右下方二维码或搜索“青海
劲跑体育”，关注“青海劲跑体育”微
信公众号。第二步，进入公众号，点
击下方菜单中的“彩跑报名”。第三
步，选择“我要
报 名 ”，点 击

“ 下 一 步 ”，点
击“ 一 键 登
录 ”，填 写 姓
名、手机号、身
份证号等信息，
微信支付报名
费，报名完成。

赶紧报名参加彩色跑

本报讯（记者 李占轶）6月 23日，
2018 环湖联赛将在河南洛阳燃起战
火，继去年之后，各路骑行高手将再度
在洛阳万安山上演激情角逐。这也是
今年环湖联赛的最后一个分站赛。

环青海湖自行车联赛是洛阳本
地举办的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自行
车赛事之一。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
自行车手将齐集洛阳，展开对相关奖
项的争夺。赛事分为公路组和山地
组两个类别，山地组又分男子山地组
和女子山地组两组，赛距长 14.83 千
米；公路类男子组，赛距长 56.63 千

米。
值得一提是，今年的万安山站比

赛与去年相比，又增添了诸多亮点。
各大高校组成高校联队，洛阳本地车
手组成本地车队，充分发挥了环青海
湖自行车联赛“比赶超，帮扶带”的
团队优势，更能体现出竞争与合作的
体育精神。不仅如此，赛事将首次采
用移动直播设备全程直播比赛公路
组的赛况，网友们即便不在现场，也
能通过手机观看比赛，并以文字留言
的方式参与互动，为选手们加油鼓
劲。

环湖联赛将迎最后一个分站赛
本报讯（记者 李占轶）6 月 17 日，2018 年

全国田径冠军赛暨大奖赛总决赛(亚运会选拔
赛)在贵阳落幕。我省运动员谭金莲以 2分 08
秒 28的成绩夺得女子 800米亚军。

据悉，本次比赛项目共设男子 21项、女子
22 项，报名参加本次比赛的共有 35 支代表
队，有运动员共 800多名。

国家队运动员以及来自各省、市和行业
体育协会的高水平运动员齐聚贵阳参加角
逐，各项目前两名运动员将获得 2018 年印尼
雅加达亚运会的参赛资格。

比赛中，省体工一大队运动员谭金莲以 2
分 08 秒 28 获得女子 800 米第二名，马玉贵以

35分 24秒 74获得女子 10000米第七名。
谭金莲是我省“00”后运动员中的优秀代

表，第十三届全运会上，她在女子青少年组
1500 米比赛中为青海代表团夺得一枚铜牌，
今年 5 月在全国青年(U20)田径锦标赛暨世青
赛选拔赛上，获得两项女子长跑冠军。经历
了国际国内各大赛场的洗礼，小将谭金莲已
经变得越来越自信和成熟。

谭金莲获全国田径冠军赛亚军

青海体育争光青海体育争光青海体育争光我为我为我为

有一种情怀叫环湖赛
○王宥力

本报讯（记者 李占轶）第十四届
中国·青海（循化）国际抢渡黄河极限
挑战赛将于 6 月 22 日至 24 日在青海
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举行，届
时将有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30
名选手参赛。

记者了解到，本届挑战赛以“爱
我黄河、挑战极限”为主题，为承办
好本届赛事，循化县成立了由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赛事组委
会，下设办公室和环境整治、文体活

动、医疗救护和食品安全等 8 个筹
备工作小组，各小组提前着手总结
以往赛事经验、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对赛事各项工作精心策划和周密部
署。

历经十三载的抢渡赛为树立青
海高原体育品牌，推动全民健身运
动，拉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了
积极作用。对于循化老百姓来说，13
年的相依相伴早已感情浓厚，抢渡赛
也已经成了他们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循化热情拥抱“抢渡赛”

赛事启动仪式赛事启动仪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占轶李占轶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