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离弦之箭

王磊是一位汽车摩托车比赛的狂热追求者，
越野赛的忠实观众。他得知青海8月越野拉力赛
激情开赛，果断决定带着家人前往青海旅游，主
要目的是亲临比赛现场，一饱眼福。

在比赛现场，王磊说：“开幕式的文艺表演，
充分展现了青海的民族地域特色， 漂亮的藏族
服饰深受家人的喜欢。 摩托车和遥控汽车模型
表演真是一场缤纷的视觉盛宴。 汽车竞速赛是
我所钟爱的， 以前只能通过电视屏幕一睹赛事
盛况， 现在能在比赛现场观看， 真是感觉不一
样。看着眼前一辆辆赛车疾驰而过，伴着观众的
欢呼雀跃声，我也身临其境，觉得自己就是一位
赛车手，点燃了我年轻时对摩托车的热爱，不枉
我特地前来观看比赛，这趟旅行很值。”

带着家人
一起感受赛事激情

【王磊 现场观众】

本报记者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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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一 ： 开幕式激情四溢博得观
众欢呼

大型文艺节目《情歌之乡》和《和
谐家园》等节目拉开越野赛的序幕，伴
着和谐的赞歌、动人的舞姿，开幕式上
精彩纷呈的节目逐一上演。欢快的扎木
年琴声，是共和人热情的旋律，悠扬的
则柔歌，是共和人好客的心声。

文艺节目缓缓落幕， 车队逐一进
入赛场， 点燃了观众的激情。 摩托车
特技将开幕式推向白热化， 只见车手

加大油门， 渐渐将前轮腾空， 惊险异
常。 不一会儿， 摩托车极速跨越障碍
物惊险上演。 参赛选手驾驶摩托车跨
越火环和轿车障碍， 博得全场观众热
烈掌声。

汽车摩托车环城巡游途经街心花
园、城北新区，让市民近距离接触赛车，
一睹赛车的真身。群众情不自禁地驻足
回望驶过的赛车，羡慕不已。

镜头二：主赛场上演速度与激情
8月 9 日， 铁盖乡龙羊峡湖区人潮

涌动。远远望去，一派气势磅礴的景象，
前来观看比赛的人络绎不绝。

摩托车正式赛段， 两人一小组。
比赛开始， 参赛选手发动车子， 逐渐
加大油门， 裁判员一挥发令旗， 摩托
车像离弦的箭射出起跑线。 观众拿着
手中的相机捕捉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汽车赛段， 围观群众数量剧增。
为了安全起见， 选择单车计时， 通过
时间长短排名。 发动机的轰鸣声震耳
欲聋， 大部分赛车手在赛道弯道处减
速前进， 但技艺高超的车手在弯道、
陡坡等路段依旧给观众带来了惊险刺
激的一幕。 欢呼声此起彼伏， 惊叹声
连绵不绝。

镜头三：后勤保障为赛事活动保驾
护航

越野拉力赛的顺利进行和圆满落
幕，与台前幕后的工作者分不开。他们常
常最早到达目的地，最晚离开主会场，为
赛事维持秩序。

武警海南藏族自治州支队六点半
到达比赛会场，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和
地区的工作。 他们分布在会场的每一
个重要关卡，疏导路线。医疗小分队为
医疗救护及保障嘉宾和赛车手的安全
随时待命。 消防车停靠在会场显眼位
置， 时刻为活动现场的安全保驾护航。
共和县公安局和共和县交警大队的工
作人员提高警惕，将安全放在首位。 组
织精干力量，全力为这次活动做好安全
保卫工作。

激情赛事点燃共和盆地
———2014 中国·青海共和高原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侧记
本报记者 祁万强 李慧

8月 8 日， 青海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全民健身大会———2014 中国·青海共和高原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在海南藏族自治州体
育场盛大开幕。 活动以“大美青海、激情共和”为主题，展现出旅游与文化体育的深度融合，和谐发展。 共和县利用独特的沙漠盛景
和壮美的地貌景观，创办具有人文特色的体育赛事，形成具有高原特色的青海体育产业品牌和体育旅游市场。

对青海选手的一次历练
【李晓东 青海赛车大队副队长】

青海赛车大队， 越野 E 族在赛场上
独树一帜。 车队副队长李晓东说， 此次
参赛的赛车共有 6 辆， 车队后勤有三十
多辆车。 今年， 做为青海唯一的车队参
加了新疆环塔拉力赛， 虽未取得优异的
名次， 但为他们的车队鼓舞了士气。 同
时，为下一次比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本次比赛中， 李晓东对青海赛车
大队的比赛选手抱有极大的信心。 李晓
东认为， 这样的大型比赛对选手们来
说， 不仅在赛车技术方面可以得到历
练， 而且对宣扬本土文化也有着积极的
作用。

直线竞速大赛中一辆黑色 Jeep 赛车
十分惹眼，引来了不少人关注的目光。李

晓东说：“我们的赛车车型分为两种，这
种便是量产车， 发动机的价位可达到 45
万元，车身总价约 150 万元。 正如大家茶
余饭后所说的，一脚
油门一盘干拌
面 就 没 有
了。 还有
一 种 是
改装车，
它 的 零
部 件 大
部分从国
外进口，价
位比量产车
更高。 ”

带动共和旅游经济同步发展
【多杰 共和县文化体育广电局局长】

本报记者 祁万强

在共和县文化体育广电局局长
多杰看来，2014中国·青海共和高原
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的举办，推动
了青海省汽摩运动发展，为更多人了
解青海、感受青海和宣传青海提供了
一个绝佳的传播平台，独特的、刺激

的体育运动，带动了共和当地旅游和
相关产业经济的同步发展。

多杰告诉记者， 汽车摩托车赛
事是一项集激情与速度为一体的高
挑战性赛事， 颇受大众喜爱。 这次
越野赛的成功举办， 把体育精神、

机动车运动与文化旅游传
播有机结合起来， 让周边
的农牧民近距离接触新型
赛事， 开阔眼界 。 同时，
充分展现了共和县绮丽的山
水风光、 浓郁的民族文化。 炫酷一把

打造品牌赛事
提高共和知名度

【旦正多杰
共和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本报记者 祁万强

共和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旦
正多杰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全州各项
事业蓬勃发展的骨子里，流淌着海南
藏族自治州多彩的文化血脉，共和藏
绣、拉伊等民族文化，已发展为一个
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汇聚为“百
花齐放”的文化产业集群，筑起
了群众增收之路。

旦正多杰认为，本次赛事的
比赛路段设在共和县塔拉滩，以

沙漠为主，临近龙羊峡库区，总长
度约 240 公里， 总奖金高达 50 万

元。 众多参与者在了解此次赛车文化
和感受体育运动乐趣的同时，也大大地

提升了城市形象、 丰富了当地人的精神
文化生活。

“这一赛事的举办，既丰富了青海省第
十六届运动会的项目内容， 又给本省车手

普及了专业的赛车知识， 给青海省的机
动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和提

升自己的平台。 ”旦正多杰说。
无疑，2014 中国·青海共和

高原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弘
扬了民族传统文化， 挖掘民
间民族文化内涵， 开发特色

文化旅游资源， 打造文化旅游
品牌，彰显了共和县深厚的文化底蕴，促进
了共和县文化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对打造
共和品牌赛事、提高共和知名度，拉动地
方经济，丰富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
活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报记者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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