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秉承资源打造文化赛事

惠济区历史悠久，文化资源
丰富，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惠
济区在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城
乡面貌、社会生活等方面，取得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文
化、旅游、健康体育等产业更为
突出。该区有世界文化遗产 1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郑州市
唯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古
荥镇，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
坐落于此，“华夏第一城”西山古
城、汉忠烈侯纪信庙、古荥汉代
冶铁遗址、明代荥泽县城隍庙、
惠济长桥遗迹、花园口扒口处、
黄河风景名胜区等文化遗迹，无
不见证着惠济区的历史与沧
桑。作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中心的重要承载，郑州市“四
个文化片区”之一的古荥大运河
文化区正在加快建设之中。本
次赛道沿途穿插一个个写满故
事的文化遗迹，优秀的文化资源
与马拉松赛事充分融合，惠济作
为举办以文化为主线的马拉松
赛事承接地当之无愧。

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

之一，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是其
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通济渠
索须河段和通济渠惠济桥段两
个部分。郑州市政府与惠济区
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对大运河故
道的索须河与贾鲁河重要河段
进行了疏浚整治和有效保护，使
其成 为一个运行状况良好的活
态遗产资源。“荥泽八景”之一的
惠济长桥也是大运河 上的一处
重要遗址。

跑友们21公里半程马拉松
畅跑后抵达的终点，即黄河花园
口景区。该景区位于郑州市区
北部的黄河南岸，距北邙山东12
公里处。宋朝曾在此建闸治水，
渐成村落。明代在此修建花园
并形成渡口，名花园口。1938年
6月，日军逼近郑州，国民党军队
在此炸毁大堤，制造了震惊中外
的“花园口事件”。为深刻铭记
那段苦难，后在黄河决口处建起
花园口纪事广场。如今的花园
口万亩沙荒变成良田，柳绿果
红，鸭游鱼跃；全长5550米的黄
河公路大桥飞架南北。

本次赛事全程马拉松跑道终
点设置在黄河之滨的黄河风景名
胜区。跑友们一路畅跑，抵至终

点，俯瞰滔滔黄河，南望巍峨岳
山，领略惠济胜景。该景区集观
光旅游、度假休闲、寻根祭祖、弘
扬华夏文明为一体。黄河游览区
以岳山、广武山一带为中心，以体
现黄河灿烂历史文化为主要特
点，在景区2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
内，主要景点有炎黄二帝巨塑、汉
霸二王城、黄河铁路桥遗址等。
炎黄二帝巨塑高106米，以山为
体，使山人合一，浑然天成，融黄
河、黄土、黄帝三者于一体。

依托生态发展全域旅游

北临黄河、西依邙山，27公
里防汛大堤贯穿东西，贾鲁河、
索须河、东风渠等穿境而过，林
木绿化率居全市前列。在惠济
区，移步换景，景景不同。近年
来，沐改革开放的春风，该区依
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大力发展全
域旅游，强力推进文旅、商旅、农
旅、工旅、康旅“五旅融合”，全力
打造“产业融合发展创新区、生
态宜居宜业旅游城”。本次赛事
起于省体育中心，跑于黄河大
堤，终于炎黄广场、花园口广场，
沿途经过黄河湿地公园、贾鲁河

栈道。跑友们在享受比赛的同
时，既可领略惠济的悠久文化，又
可邂逅现代文明城市生态之美。

2018年郑州炎黄国际马拉
松赛部分赛道经过生态水系示范
工程的贾鲁河大堤。来自海内外
2万余名运动员和各界人士欣赏
河岸风光、感受城区变化、领略宜
居生态，共同为惠济的发展加油、
喝彩。2016年以来郑州市对贾
鲁河尖岗水库至中牟县（开封界）
段河道进行综合治理，涉及惠济
区5个镇（街道）11个行政村，全
段18.1公里，一系列相关工程的
实施，城市品位和周边市民生活
品质得到了提高，满足了河道沿
岸对生态环境改善的需求。

赛事后半程，全程、半程马
拉松跑友沿黄河大堤前行，其独
特的赛道也是本届赛事最吸引
人之处。作为国内黄河标准化
堤防工程的代表，郑州黄河堤防
一直是水利工程和生态保护的
佼佼者，以平整的大堤和绵延数
里的防护林，获得了中国水利工
程最高奖——大禹奖。今年，惠
济区同河务部门联合，对黄河大
堤13.4公里赛道（江山路至花园
口景区东门）进行了拓宽改造，

由原路面6米拓宽到8米，并对
大堤护坡进行了绿化，赛道更显
舒适，视野更加开阔。

黄河大堤跑道途经郑州黄河
国家湿地公园，该公园总面积
1359公顷。湿地公园由科普宣
教区、休闲娱乐区、滩地探索区、
生态保育区、黄河农耕文化区和
综合服务区6个功能区组成。郑
州黄河国家湿地公园规划建设坚
持“保护优先、科学修复、合理利
用、持续发展”及“统一规划、分期
实施”的原则，优先对生态保育区
进行全面保护，实施保护恢复和
科普宣教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总
投资4.78亿元，先期开放的湿地
公园一期工程（示范园），生态保
育面积220公顷，景观建设面积
45公顷，建设内容有生态广场、科
普长廊、观景栈道、生态水系、休
闲廊亭以及观鸟台等。

多彩活动升级赛事体验

2018年郑州炎黄国际马拉
松赛作为我国马拉松赛事的新
成员，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便以
其优质的赛事体验、著名的人文
景观、独特的自然风貌、秀美的

赛道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在全国马拉松赛事中“脱颖而
出”，得到了广大跑友的关注与
支持。2018年郑州炎黄国际马
拉松赛以弘扬炎黄文化为宗旨，
赛道沿途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
完美融合，来自世界各地的炎黄
子孙们共同用脚步丈量大河文
脉，追溯华夏之源，跑友们在领
略惠济区优美风光、感悟华夏文
明历史的同时，又目睹郑州作为
国家中心城市在建设现代化、国
际化的创新型城市中取得的重
大成果，向世界展示惠济之美、
中原之美。

“炎黄马拉松的赛事服务我
给五星好评！沿途补给站水源
充足，食品多样，志愿者亲切递
水并为跑友们加油鼓劲。”终点
休息处的跑友闫文伟说道。今
年的炎黄马拉松赛在延续去年
优质服务的基础上，更加关注选
手体验、自我展示等个性需求。
组委会全程为选手们提供细致、
贴心、周到的人性化服务，体现
以跑者为中心的赛事服务理
念。组委会为马拉松爱好者们
准备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
比赛前夕惠济区举办绘制迎宾
卡活动，数百名学生齐聚一堂为
马拉松参赛选手手写祝福。同
时，为真实记录马拉松赛精彩瞬
间，与河南省摄影家协会联合举
办以“炎黄马拉松助跑中国梦”
为主题的摄影大赛，全面征集反
映2018年郑州炎黄国际马拉松
赛各方面的摄影作品。赛道旁，
惠济区职工群众组成的16支啦
啦队，或手持彩旗横幅，或跳起
秧歌击响盘鼓，为跑友加油呐
喊，将马拉松赛事氛围推向高
潮。此外，还有明星“兔子”海
选、沿途张贴宣传海报为比赛造
势，力争为所有选手打造一次完

美的赛事体验。
此次马拉松赛还创新形

式，马拉松与音乐结合。在
黄河岸边马拉松赛的终点
处，由著名指挥家金辉指挥、

黄河科技学院交响乐团演奏的
《黄河大合唱》送给每一位畅跑
炎黄马拉松的跑友和社会热心
人士。这在国内马拉松赛场当
数首次。演奏会上中外名曲交
替上演，满足世界各地跑友的多
样需求，同时，与黄河国际吉他
艺术节组委会和河南省流行音
乐协会吉他专业委员会合作，组
织5支电声乐队参加半程站和终
点站演出，为比赛增光添彩。

为了鼓励广大业余参赛选
手的积极性，2018年郑州炎黄国
际马拉松赛设男、女全程马拉
松，男、女半程马拉松，5公里小
马拉松和亲子马拉松、情侣马拉
松项目。其中全程马拉松项目
男、女前100名的运动员将获得
200元至20000元人民币不等的
奖励，并颁发奖杯一座（前三
名）、奖牌一枚及领奖服一套。
半程马拉松项目男、女第1名至
第 8名运动员将获得 500元至
3000元人民币不等的奖金及领
奖服一套。同时还设置了郑州
市民奖，全程马拉松名次在前
100名的郑州籍（男、女）运动员
均可领取150元至1000元人民
币不等的奖金奖励。半程马拉
松名次在前50名的郑州籍（男、
女）运动员均可领取 100 元至
800元人民币不等的奖金奖励。
郑州市民奖不包含中国田协注
册（专业运动员），如同时获得多
项奖励，则只奖励最高奖项，名
次不递补。本次赛事为全国业
余马拉松参赛选手提供奖励，在
鼓励了广大业余跑友的参赛热
情的同时，也提高了跑友们的运
动积极性。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
的选手获得2018年郑州炎黄国
际马拉松赛全程男子组冠军，成
绩为2小时15分25秒，全程女子
组冠军也由肯尼亚选手获得，成
绩为2小时37分06秒。在半程
项目中，中国选手包揽了男子
组、女子组前三名。

“跑炎黄马拉松，我是慕名
而来，作为炎黄子孙，能够沿着
黄河大堤从母亲河跑向炎黄二
帝广场，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自
豪的事情。郑州这个城市我并
不陌生，但这次跑马拉松才让我
真正感受到郑州的魅力，贾鲁河
水波荡漾，黄河大堤上草木繁
盛，炎黄二帝广场花团锦簇。组
委会的工作人员对每一位跑友
都很热情，可以说这是我跑过最
舒心的马拉松，以后我还要坚持
来跑。”10月14日上午，在炎黄
国际马拉松赛现场，来自山西的
跑友易志连表达着内心的喜悦。

10月14日上午8时，第二
届郑州炎黄国际马拉松赛在惠
济区正式鸣枪开赛，来自世界各
地的两万余名跑友齐聚省体育
中心，听到枪响后迅速开跑。政
协第十一届河南省委员会副主
席张广智，河南省体育局局长李
俊峰，郑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张俊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法
建强，副市长孙晓红，市政协副
主席岳希荣以及省委宣传部、省
旅游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惠
济区等有关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并为比赛鸣响发令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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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郑州炎黄国际马拉松赛14日在惠济区鸣枪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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