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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海南叁陆度家科技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由
壹仟万元整减为壹佰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海南沁禾民宿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由壹仟
万元整减为壹佰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
内向公司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减资公告

海旅·君澜三亚湾迎宾馆坐落在美丽的三亚湾“椰梦长廊”海岸
线上，距离重要交通资源、旅游资源、大型离岛免税购物商城近在
咫尺。是集休闲度假、高端养生、政务接待、商旅接待、餐饮宴会于
一体的高端海景度假。现将酒店热门区域对外公开招租：

1、1号楼 400平方米
2、4号楼 370平方米
3、西餐厅区域380平方米
4、儿童乐园旁25平方米
5、酒店园区(室外泳池旁)1800平方米
招商范围：中医医疗、健康医疗、婚纱摄影店、娱乐场所、水果

店、精品店
租赁热线：0898-88886688转 6014 或 159 9175 9673 张女士
邮箱账号：414739893@qq.com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路217号酒店1楼

三亚海旅酒店有限公司三亚湾迎宾馆分公司
2021年 5月 24日

海旅·君澜三亚湾迎宾馆商铺招租公告 报料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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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区
抱龙小学 4 60 一级,优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赛事细节决定成败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紧张刺
激的户外环境、不可预知的赛道情
况、高手云集的户外跑团，都需在
周密、严谨和科学的赛会组织下才
相得益彰。

北京来跑吧体育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赛事经理王毓介绍，相比马
拉松赛事，越野赛危险系数更高。

“户外的海拔、气候，甚至是线路变
化，都在已知中蕴含未知的挑战。”

“赛事细节决定成败。”王毓
说，在赛前，赛事运营机构会应与
公安、气象等部门充分对接，获得
天气预报、地理和气候资料。在赛
前技术会议中，赛事运营商会与跑
者分享赛道危险数据，并提示不同
赛段风险点和注意事项。

比赛前，赛事运营机构和主办
方还会不止一次对跑者进行强制
装备检查。“包括头灯、救生哨、保
温毯等装备，目的就是帮助跑者应
对赛道上出现的突发状况。”王毓
说。

中国应急管理学会体育赛事
活动与安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李圣鑫表示，越野赛遭遇突发状
况后，应尽快启动暂停或中止比赛
预案。“在补给点之间，还应设立应
急处置的帐篷，并配备相关人员和
设施，作为临时避难场所。”

在国内，每年 5 月至 8 月赛季
热潮袭来，不少赛事运营机构除了
在比赛设置定点位医疗服务外，还
会增加移动 AED 设备，用于应对
突发状况。王毓说，除医疗服务
外，安保、通讯应急保障车辆也是
赛事运营机构赛前准备的重点。

有国内知名的赛事运营商建
议，国家有关部门可从赛事的准
备、运营管理和技术培训等方面持
续加强对体育产业的市场引导。

“跑”百里者半九十

经过系统训练和循序渐进经
验积累，跑者要参加长距离越野赛
还需通过相应的报名门槛。“比如
你报名百公里越野赛，需要有之前
五十公里越野赛的完赛记录。”34
岁的河北省承德市市民袁国增说，
他已长跑近10年。

袁国增表示，他平时在长跑中
就注意心肺功能、耐力和爬坡能力
等方面的训练。“在参加长距离越
野赛之前，我会通过官方数据和往
届跑友的赛记，充分了解赛道情
况。”

对一些特殊赛道、赛段，资深
跑者也有相应的比赛策略。

袁国增介绍，如果是参加高海
拔赛段比赛，或者冬季、雨季比赛，
他和朋友们都会对比赛中可能出
现小气候、大温差等情况充分预

判，并进行准备。“保温毯、救生哨、
弹性绷带、能量食品、水具、头灯、
冲锋衣等组委会强制装备，绝不能
忽视，我赛前还会根据自己的水平
和赛道情况详细制作路书和比赛
计划。”

在越野赛中，疲劳感会和身体
不断“撕扯”，如何补充才能有效保
护自己？

在北京工作的申震“跑龄”刚
满 10年。他说，比赛中，他通过补
给点的原则是“少量多次”。“隔一
段路程就会有一个补给站，我是吃
能够长效提供能量的食物，比如香
蕉，选择‘少量多次’进站补充能
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
已是资深跑者的共识。“越野跑的时
候，一般出发的时候比较早，这个时
候天冷，我就穿有保暖防风层的衣
物，升温后会换上透气排汗的衣
裤。”申震说。

户外安全要牢记

“在长距离越野赛事中，气温
骤降会使人神情淡漠、剧烈颤抖、
动作无法协调，甚至意识模糊。”甘
肃蓝天救援队队长於若飞说，这些
就是人体失温的表现。

在赛事现场参与救援工作的
於若飞表示，在本次甘肃白银的比
赛中，因极端天气突现，导致大量
跑者失温。“外界太冷，而人体无法
产生足够的热量抵御严寒，人的判
断能力会迅速下降，在户外非常危
险。”

於若飞表示，跑者赛前最好在
越野背包里准备巧克力等高热量
食物。“而且，用于救急的食物，要
尽量做到能量高、重量小。饮用水
要根据自己的出汗量和赛段距离
来确定，装水过多也会浪费体能。”

甘肃蓝天救援队提示，在比赛
前，跑者最好提前了解各个补给站
能够提供哪些补给，有些赛事只提
供饮用水，有的比赛补给则相对丰
盛。

“坚持不了怎么办？退赛是最
佳选择。”於若飞说，越野赛中不确
定因素很多，可能出现身体不适，
如中暑、高原反应和意外受伤等，
甚至是比赛“虐”的程度超过自己
心理和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一百公里等超长距离比赛，比
赛时间长，地域跨度大，不确定性
高。袁国增、申震等建议，广大跑
友和第一次参加长距离赛的跑友，
最好选择经验丰富的队友结伴而
行，并提前存好救援电话，遇有突
发情况及时跟救援小组取得联
系。“赛事运营方精准管控，跑者充
分准备，我国越野赛事的前景依然
广阔。”王毓说。（新华社兰州 5月
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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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 5月 23日电（记者 陈斌 郎兵兵）
22日，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黄河石林景区举行的黄
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遭遇极端天气，截
至23日 10时，当地共搜救接回参赛人员151人，其
中8人轻伤，还有21名参赛人员找到时已失去生命
体征。甘肃省委省政府已成立事件调查组，对事件
原因进行进一步深入调查。

这起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关注。许多业内人士在深
表哀悼的同时，呼吁守好户外体育运动的安全底线。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的普及，马拉松、徒步越
野、山地自行车赛等户外运动越来越受欢迎。既能
锻炼身体又能打卡沿途风景，“跑友”们全国各地追
逐比赛的热情高涨。同时，旅游业已成为各地经济
发展的“关键帧”，地方政府和景区为了推广旅游资
源，吸引话题热度，也乐于办赛。供需两旺之下，户
外运动产业遍地开花。

然而，户外运动尤其是越野类赛事具有一定专
业性，也极易受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相关事故时
有发生，一再敲响安全警钟。

甘肃一户外运动俱乐部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内
这种百公里的越野跑比赛很多，参赛选手也有较高
准入门槛。赛事组织方一般会要求参赛选手有全
程马拉松或长距离越野跑的参赛经验，才被允许参
赛。失温和迷路是越野跑的最大威胁。比赛中天
气和导航至关重要，大多数户外运动事故中，失温
都是最终致死原因。而在海拔高落差大的山地地
区，温度的变化远超想象。

这位负责人说，参赛选手暴露在狂风暴雨等极
端天气下，体内热量短期内就会散失，体感温度会
急剧下降，极其危险，进而造成颤抖、呼吸困难、昏
迷甚至死亡。

兰州户外越野运动爱好者胡岳认为，守好户外
越野安全底线要做到：一是线路安全。户外越野运

动环境复杂多变，选择安全可靠的赛道、线路是基础。二是组织安全。
赛事组织方要在天气预报、医疗救治、应急救援方面做到全方位保障，
同时严格落实“准入机制”，对参赛选手身体素质作要求。三是参赛者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的赛事，平时注意掌握安全急救
知识，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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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局部地区天气突变，22 日举行的第四届
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到 23 日造
成遇难人数已达 21 人。

近年来全民健身意识越来越强，通过体育
运动强健体魄也成为大家的共识，老百姓对于
群众体育赛事的需求也水涨船高。同时，体育
赛事在提高城市知名度、推动体育旅游产业发
展等方面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各地根据自己特
色，因地制宜组织丰富多彩体育赛事的积极性
也空前高涨。这实在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是，一场圈内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高难度的
百公里越野赛，却让21条鲜活的生命永远停止了
奔跑的步伐，这实在令人心痛，教训又十分深刻！

无论办什么比赛，安全是底线，而科学的赛
事组织是顺利办赛的前提和安全的保障。

在 5 月 22 日发生的这场悲剧中，主办方表
示事故原因是“局部地区天气突变”。不过这
恐怕难以打消公众对于赛事组织不力的疑虑。
所谓的“局部地区天气突变”，气象部门其实事先
已有预警。5 月 21 日 21 时 50 分，白银市气象台
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随后，景泰县气象台也
于 2021 年 05 月 21 日 22 时 16 分发布大风蓝色预
警信号，称预计未来 24 小时内，该县大部分地
方平均风力将达 5-6 级，阵风 7 级以上，并伴有
扬沙或浮尘天气。

虽然有天气预警，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
主办方还是在 5 月 22 日早 9 点正常发枪。更糟

的是，不仅大风如约而来，急雨也不期而至，但
赛事依然没有及时终止，直至噩耗传来……

抛开天有不测风云，赛事组委会在赛事组
织方面是有商榷之处的。有跑者质疑组委会
没有强制性要求带保暖装备，比如冲锋衣等，
而且组委会没有及时叫停这场赛事。

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但依然有不少疑
问需要解答：为什么运动员在遭遇险境时，主办
方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主办方是什么时候开始
调集救援队伍的？组织者在赛前有没有制定出
现相关问题的应急预案？这些问题都需要有关
部门尽快调查并给公众一个答案。对事件原因，
甘肃省委省政府已成立调查组，对原因进行进一
步深入调查。

近年来包括极限马拉松在内的众多挑战极
限赛在蓬勃发展，但也不时暴露出一些问题。比
如，部分赛事在路线和难度设置上为吸引眼球盲
目追求更长更难、对赛事可能造成的风险缺乏科
学评估和防范等。同时，也有一些参赛运动员
对赛事风险、自身条件缺乏客观认知，追求超
越自身能力的极限造成安全事故。

体育是一项科学，办赛方必须时刻保持对
生命的敬畏。为了体育产业和健身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强管理，确保
赛事的安全底线，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引导，提
高安全服务水平。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敬畏生命，科学办赛，安全办赛
新华社记者 肖世尧 张逸飞

本报讯 日前，由广东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
员会、惠州市作家协会主办的远岸、江合父子诗人
《把日子过成诗》《我必须宽容》分享会顺利召开。
与会的 40 多位诗人、作家、学者们对远岸、江合这
对父子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表示热烈祝贺，并纷
纷对这两本诗集进行分享交流。

诗人远岸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
理事，《国际汉语诗歌》执行主编，红帆诗社创始社
长，出版过诗集《无岸的远航》《带上我的诗歌去远
行》。《把日子过成诗》是远岸的第三本诗集，是远
岸倾心奉献的与红酒相关的中英双语诗集。

诗人江合是远岸之子，2002 年 9 月出生，小学
加入海南省作家协会，中学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系
海南省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南省青年诗人协会
主席团成员，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大一学生，曾出版
诗集《神秘星空》，《我必须宽容》是他的第二部诗集，
已有韩语译本、俄语译本，获得过多种奖项。

（零 度）

把日子过成诗
父子诗人同开诗集分享会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由吉阳区政府指导，
吉阳区旅文局主办的“党旗永远飘扬”吉阳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广场文艺汇演暨广场舞展
演在龙坡社区举行。

来自吉阳区各村（社区）文艺队伍共带来16个节
目，包括广场舞、民族舞、音乐类作品以及小品等。

经过激烈比拼，最终博后村舞蹈队的《白沙黎
陶记》、仙鹿组合黎族民歌小组唱《同年不亲乜人
亲》、逸夫中学乐器演奏表演《捡螺歌》3个节目，以
及卓达社区舞蹈队的《姐妹春游》、南丁魅力舞蹈队
的《竹铃声声》2支广场舞代表队脱颖而出，他们将
代表吉阳区参加市级展演。

吉阳区举办广场文艺汇演

电视剧《中流击水》5 月 15 日起在央视一套首
播。该剧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以全新视角，
讲述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1919年到 1928年这十年
间的光辉历程。

《中流击水》以“红船精神”为统领，主要讲述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28年井冈山胜利会师这
十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描绘了毛泽东、李大钊、陈独
秀与周恩来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在艰苦卓
绝的境遇下的坚守初心、努力奋斗、无私奉献。

《中流击水》以“寻路”为主题，前后涉及五四运
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过程、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
战争、中山舰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祖薇薇）

电视剧《中流击水》
展现十年寻路历程

新华社北京5月 23日电（记者 王思北）在第8
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到来之际，由中国文联、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办的精神伟力——“学党
史 传精神 跟党走”中国文艺志愿者在行动特别节
目 23 日在全国上线播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及新
文艺群体、抗美援朝老兵、中国女排功勋队员、深
圳第一代建设者等都参与其中，为广大观众献上
精彩节目。

作家贺敬之的娓娓讲述和朗诵家徐涛等人倾
情演绎的朗诵《回延安》，回顾了那个开天辟地的伟
大征程；影视演员张凯丽、李光洁和雷锋生前所在
部队的战士们共同带来《书写新时代雷锋故事》，向
新时代的英雄们致敬；歌唱家张也、舞蹈家黄豆豆
等与全国“圆梦工程文艺培训”学员线上线下共同
表演的歌舞《幸福红》，表达着脱贫后百姓的喜悦之
情……

特别节目以“精神伟力”为主题，以中国共产党
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中国精神”为主线，在四川
建川博物馆聚落进行主场串联，同时选取有代表性
的“中国精神”相关地区的地标性建筑作为“实景舞
台”进行分场表演，按照百年党史的发展脉络分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开天辟地”“改天换
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欢聚吧 第一百个春
天”六个部分，结合情景剧、歌舞、合唱、朗诵等多种
文艺形式打造了20余个精彩节目。

“此次特别节目也将今年 4 月份启动的‘学党
史、传精神、跟党走’——中国文艺志愿者在行动主
题宣传活动推向了高潮。”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
中心主任、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冀彦伟介绍说，主题宣传活动包含文艺演出、辅导
培训、展览展示、文艺培训、网络互动等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文艺志愿服务内容，充分发挥文联六
级联动优势，结合文艺志愿服务送文化、种文化、
传精神的服务特点，组织各地百姓与名家明星互
动共演，弘扬文艺志愿服务精神，在全社会引领时
代风尚。

中国文艺志愿者
在行动特别节目传递精神伟力

5 月 23 日，救援人员徒步进入事发区域搜救失联人员。
据介绍，目前甘肃省市县三级投入的救援队伍已达

1200 余人，携带无人机、热成像无人机、雷达探测仪、破拆设
备、急救器材、发电照明、担架等设施设备展开救援。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随着马拉松运动在国内迅速流行，城市平坦道路上的奔
跑已无法满足众多跑者，他们把目光转向更具挑战的山野。
日前在甘肃省白银市举办的山地百公里越野赛上，发生了多
名参赛选手伤亡的事件，体育赛事运营机构、跑步“发烧友”和
专业救援人员等业内人士建议从赛事管控、赛前准备和紧急
自救等方面充分准备，应对训练和比赛“雷区”。

5 月 23 日，救援人员将遇难者遗体搬上转运直升机。
23 日 12 时许，被困人员搜救宣告结束。截至 12 时，21 名参赛遇

难人员遗体已经全部转运出遇难现场，应急救援行动结束，伤员救
治、善后处置、事件调查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新华社发（甘肃消防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