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秉承资源 打造文化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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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张超 刘娇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以文化为载体，通过产业的深度融

合，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正是近年来

郑州市惠济区产业不断转型提升的重要

体现，而郑州炎黄国际马拉松赛，就是这

样一个把文化、旅游、健康体育等产业有

效结合的典型代表。

2017年11月26日，首届郑州炎黄国

际马拉松赛在惠济区成功举办，作为一个

以“炎黄”文化为主题，以弘扬中华传统文

明为宗旨的马拉松赛事，郑州炎黄国际马

拉松赛充分发挥惠济区生态、文化、区位

等优势，是国内第一个以母亲河为依托，

并借助月湖公园、黄河大堤，大运河遗址、

炎黄文化广场等城市文化元素的大型体

育活动，被中国田径协会评为“铜牌赛

事”。此项赛事的举行，为惠济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又增添了一抹亮色。

2018 年 10 月 14 日，第二届郑州炎

黄国际马拉松赛将再次在惠济区鸣枪开

赛。与去年一样，本届赛事由中国田径

协会、河南省体育局、郑州市人民政府、

新华网主办，郑州市体育局、惠济区人民

政府、河南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新华网

体育、河南世纪中原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承办。去年首届郑州炎黄国际马拉松赛

成功举办，其独特的赛道和厚重的文化

在广大跑友和社会各界均取得了良好的

口碑。今年第二届郑州炎黄国际马拉松

赛更是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目前，赛

事的各项组织及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

地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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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河畔母亲河畔 迎风奔跑迎风奔跑
2018郑州炎黄国际马拉松赛本月14日将在惠济区鸣枪开赛

2017郑州炎黄国际马拉松赛，跑友们在巍巍黄河母
亲的怀抱中，移步换景感受惠济区的河岸风光、内涵丰富
的文化遗址、健康养生的宜居生态、品质颇高的幸福生活，
一饱华夏文明起源地的特色风貌、中原文化及中华儿女的
热情精神面貌。来自五湖四海、不同职业、不同民族的华
人侨胞相聚炎黄二帝广场，跑友们作为炎黄子孙在全程终
点同拜黄帝、炎帝追思先德。全力打造出一张惠济区、郑
州市乃至河南省对外展示运动和文化旅游的黄金名片。

郑州炎黄马拉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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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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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重大
成果，向世界展示惠济之美、中原之美。

郑州炎黄国际马拉松赛以弘扬炎黄文化为宗旨，吸
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回到中原大
地寻根拜祖。今年炎黄马拉松赛，设置炎黄子孙终点寻
根拜祖的环节。并邀请我国台湾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
等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前来参赛，共同解读炎黄文化，
追思始祖功德，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来自世界
各地的跑友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原悠久的历史文化和
当今郑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让世界进一步认识郑
州，体验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完美结合。

中国马拉松金牌赛事是国内对马拉松最高规格认证，
由中国田协组织专家每年进行评定，从比赛线路、赛事宣
传、选手服务、医疗救助等方面对赛事进行全面打分。根
据评定标准，为激励新办优质赛事，新办赛事第一年最高
只能评为铜牌赛事，次年才可根据其办赛水平申报银牌或
金牌等级赛事。首届郑州炎黄马拉松赛就被评为“铜牌赛
事”，这标志着炎黄马拉松赛组委会办赛的高水平、组织
活动的高标准，获得了来自中国田协及社会各界的高度
认可。在2018炎黄马拉松赛中，赛事组委会还会有新的
突破，以“金牌赛事”的标准，将文化、旅游等元素加入炎
黄马拉松赛事中，使得炎黄马拉松真正变成市民的节日、
运动的嘉年华，成为惠济区一张亮丽的名片。

“跑一场马，识一座城”，与广大跑友首次见面的炎
黄马拉松赛，以其优质的赛事服务和赛事体验在国内众
多赛事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与热情追
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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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赛事更
时尚、更热情、更有趣、更活泼。从报名参赛到比赛结
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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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组委
会还为马拉松爱好者们准备了各类精彩纷呈的主题活
动，如明星“兔子”海选、征集沿途啦啦队为选手加油打
气、沿途张贴宣传海报为比赛造势、马拉松摄影大赛等，
努力以优质资源服务于全体跑者，力争为所有选手打造
一次完美的赛事体验。

为了鼓励广大业余参赛选手的积极性，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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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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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届郑州炎黄国际
马拉松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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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济区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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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郑州市唯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古荥
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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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写满故事的
文化遗迹穿插于本届马拉松跑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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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6月 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
哈举行的第 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
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
国第46个入选世界遗产的项目。作为中
国大运河申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运河
通济渠郑州段位于郑州北部黄河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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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郑州市政府
发布并实施的《郑州市大运河遗产保护
规划（2011—2030）》上，保护规划确定
郑州市大运河遗产共3项 6处，即汴河故
道郑州段、惠济桥、荥阳故城（含荥阳故

城城址、古荥冶铁遗址、纪信墓及碑刻、
荥泽县城隍庙）。

惠济区古荥大运河文化区位于郑州
市中心城区西北部，规划面积约 33平方
公里，以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通济
渠郑州段”为纽带，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荥泽古城”为核心，以创建“国家5A
级文化生态旅游区、华夏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示范区、河南旅游集散地”为目标，
着力打造一个文化体验、生态旅游、商务
度假、娱乐休闲和研学教育等文旅深度融
合的运河名城——荥泽古城，计划总投资
约405亿元。其中，荥泽古城片区占地约
17平方公里，主要由“两湖三区”构成，“两
湖”即荥泽湖、纪信湖，“三区”即古城文化
体验区、古村民宿体验区、遗址博览展示

区，计划投资100亿元，建设周期3年。
跑友们21公里半程马拉松畅跑后便

可抵达终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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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邙山东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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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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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军坝、铁犀牛、界碑、纪念碑、八卦亭、沙
滩浴场等新老景点向游客叙说着一个个
不平凡的故事。在黄河大桥以东 5公里
建有黄河生态旅游区，由黄河大堤风景
线、休闲娱乐园、牧草原、母亲湖、黄河自
然风光区等五大景观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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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惠济盛景。该景区是
一个集观光旅游、度假休闲、寻根祭祖、
弘扬华夏文明于一体的大型风景名胜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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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4
月 18日建成，塑像高106米，巨塑以山为
体，使山人合一，浑然天成，融黄河、黄
土、黄帝三者为一体。郑州黄河铁路桥
是京广铁路线上的重要桥梁之一，也是
我国历史上第一座跨越黄河的铁路大
桥，它在漫长的时间之流中见证了中国
近百年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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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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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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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炎黄国际马拉松部分赛道
会经过生态水系示范工程的贾鲁河大
堤。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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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对
贾鲁河进行疏挖河道、扩大景观水面、
河岸生态护砌。修建拦蓄水坝，重建排
水涵闸；开挖祥云湖湿地；截污工程建
设；新建两岸堤顶道路；河道全线岸坡、
滩区、浅水区生态绿化，修筑滩地游路、
木栈道、亲水平台及河道两岸重要节点
建设游园、广场等生态景观等一系列工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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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沿黄河大堤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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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公园划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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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是集湿
地保护恢复、科普宣教、科研监测和生
态旅游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生态主题公
园。2012 年 5 月 1 日公园建成免费开
放以来，已经成为人们亲近黄河，走进
自然，认识湿地，增长知识，体验黄河文
化的最佳场所。

再续精彩 期待全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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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苑公园

2017炎黄马拉松赛事现场

大运河通济渠段世界遗产标识牌

拓宽改造后的黄河大堤赛道

贾鲁河亲水栈道

炎黄二帝像炎黄二帝像

2017炎黄马拉松开跑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