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昆明 5 月 26 日电 25
日昆明高原国际半程马拉松又发生
一起猝死悲剧。近些年，马拉松爱好
者人数急剧增长，各地马拉松赛事
日益红火，但“业余选手比赛猝死”
的事件一再发生，需要深刻反思。

昆明高原马拉松再现悲剧

5 月 25 日在昆明举办的高原
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上，10 名参赛人
员在赛中出现身体不适，其中 1 人
经抢救无效死亡。死者冯某为昆明
一高校在读大一学生，今年 21 岁，在
男子组半程马拉松赛进行到 1 小时
24 分钟时出现步伐不稳等情况，随即
被救护组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传出马拉松参
赛者死亡的消息了。在今年 3 月举行
的苏州环金鸡湖半程马拉松赛上，一
名 25 岁女选手在比赛过程中突然晕
倒，抢救无效死亡；在 2012 年的广州
马拉松赛上，两名选手在赛后死亡；而
大家最熟悉的马拉松死亡事件是在
2004 年的北京马拉松赛，北京交通
大学机电学院学生刘鸿斌和一名退
休职工先后猝死，其中刘鸿斌的死
还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曾经鲜活的生命在参加比赛后
消逝，让人们在心痛之余也反思。在
一项赛事里出现一起猝死事件可以
被认为是偶发事件，但在一项赛事
里出现猝死事件，还有另外 9 名业
余选手被送往医院急救、1 名非洲
专业选手在比赛中中暑，表明昆明
高原国际半程马拉松赛的组织工作
和比赛条件有待改进。

组织工作或存在疏漏

5 月 25 日上午 9 时昆明气温
已高达摄氏 30 度，但赛事按计划举
行，在高温酷热以及 1890 米的高海
拔下比赛，如果没有经过长期系统
的训练，一般人贸然参加这种剧烈

体育运动，势必对身体健康造成损
伤。

此外，组委会在赛前曾表示，从
起点、终点和距起点 5 公里以及之
后每隔 2 . 5 公里都会提供饮料、饮
水、浸水海绵块供参赛者使用。但参赛
选手在比赛沿途却惊讶地发现，10 公
里项目比赛中竟没有出现用水点，很
多选手只能在焦渴中完成比赛；而参
加半程马拉松赛的选手，有的在沿
途也只能捡喝前面专业选手剩下的
矿泉水。同时，赛前主办方曾承诺的
移动厕所也没有安排，不少选手只
能在途中路边的绿化带解决“内急”
问题。

在参赛选手的报名表上，虽然
有相关的免责声明，包括“明白参加
此项比赛对健康状况有特殊要求以
及潜在的不安全因素”，“为参加比
赛已做好充分训练和准备，本人已
经医疗机构体检，身体健康，有能力
参加此活动”以及“在比赛中，因个
人身体及其他个人原因导致的人身
损害和财产损失，由参赛者个人承
担责任。”但对许多业余选手来说，
他们落笔签下自己名字的同时显然
没有真正意识到其中的意味。

而这些免责声明，更不应该成
为赛事组织方组织不力和逃避责任
的借口。

办赛参赛都要对生命负责

专家介绍，参加马拉松，一定要
经过系统的训练；并且要在身体状
况非常好的情况下进行；赛前最好
进行一次详细的心肺功能评价和心
脏系统检查。

一个城市举办马拉松，对城市
形象是个很好的宣传，同时可以带
动全民健身的发展，但当“科学比
赛”与“空喊口号”混淆在一起时，我
们看到了悲剧。对于组织者来说，对
比赛准备不足、软硬件跟不上、对赛
事举办的随意性，是如今中国马拉

松赛背后的毒瘤。对于任何大型活
动来说，安全都是第一位的。只有做
好细节，办好实事，切实为参赛者服
务到位，才能让大家快乐健康地比
赛。

另一方面，面对少则几千、多则
过万的报名人员，做到核查每名选
手的身体健康状况，对于赛事主办
方来说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最多是让参赛选手提供近期体
检报告以规避风险；因此长跑爱好
者更需要量力而行，对自己负责，万
一比赛中出现不适，应及时终止比
赛寻找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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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余选手马拉松比赛中猝死
昆明半程马拉松赛酷暑开跑，很多选手在焦渴中完成比赛

免费相亲会，为大龄、离异人士服务
“我只是想给女儿找个妈妈”，林先生述说离异人群相亲坎坷路。专场相亲会咨询热线：87170969

5月25日，由“我主良缘”济南公司举办的
“息壤农场，浪漫相亲”大型户外相亲活动获得
圆满成功。据悉，共有五十多名单身人士参与活
动，在青山绿水的见证下体验了浪漫相亲。活动
结束后，现场共有三对单身男女牵手成功，还有
不少参与者也通过一日游找到了心仪的对象。

这次活动面对的主要是较为年轻的适婚男
女，下周日的专场相亲活动，“我主良缘”将目光
锁定在大龄、离异、丧偶的相亲“困难户”上。

给5岁女儿找妈妈，好难

在以往的各种单身相亲活动中，“我主良
缘”的顾问老师发现，几乎每一次相亲会，都有
数十个大龄人士尴尬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显

得无所适从：面前的嘉宾都较为年轻，可符合自
己的异性较少，要找到理想的另一半，不是那么
容易。

对此，38岁的林先生深有感触。为了给5岁
的女儿找个妈妈，他几乎不错过任何一场相亲
活动。身为一家自营公司的老板，林先生的经济
条件不错，有房有车，收入丰厚。在谈及对于另
一半的要求时，林先生说：“不要求年轻貌美，只
要成熟顾家，有共同语言就可以了。”可是每次
他都失望而归。他表示，在相亲会上很难遇到年
龄相仿的女士。资源少，相亲也变得困难。

和林先生一样的大龄或是离异的单身人士
不在少数，相比于年轻人，他们有着更成熟的婚
姻价值观，相亲时，也更加明白自己的择偶需
求。

专场相亲会，父母可代为报名

鉴于需要找对象的大龄人士众多，并且需求
较为迫切，“我主良缘”发起了这次免费专场相亲
会，致力于为这个群体的单身人士寻找幸福。

活动于6月8日下午举办。现场，将由主持人
带领嘉宾们先进行自我介绍，彼此有了初步了
解后，再进行一些简单的互动游戏。稍后是自由
交流时间，单身人士可以选择有意向的异性交
流，也可就自己的婚恋问题咨询现场的顾问老
师。

这次活动，到场的将都是大龄、离异、丧偶
的单身，有着相似的经历，对待婚姻更加谨慎、
认真，有缘分的一定也会更加珍惜。为了给现场

嘉宾更多的时间交流，省去了部分互动环节，让
有故事的人相互倾诉，碰撞出爱的火花。

特别提醒，活动面向28岁-38岁的女士、30
岁-48岁的男士。为保证相亲对象信息的安全可
靠，主办方需对报名者进行审核。欲报名的单身
男女，或者替子女报名的父母均需提前致电后
到现场进行报名。

【活动时间】2014年6月8日14：00

【报名方式】
1、拨打热线电话：0531-87170969
2、加QQ：1084650414；
3、编辑姓名、性别、年龄、职业、身高、学历发短
信到13011716860；
4、报名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43号银座数
码广场1808室(华强地产对面)。

□记者 沈玉杰

本报讯 5 月 28 日下午,“QQ
游戏·天下棋弈”2014 年全国象棋
甲级联赛第七轮将在北京等七地同
时进行。中国重汽队此番将远赴江
苏，对阵句容茅山队。

据了解，江苏象棋男队于 1959
年底建队，1960年获得全国象棋团
体第四名。1974年恢复建队之后，曾
多次获得过全国前六名。1996年，江

苏象棋队获得全国象棋团体赛冠
军。全国象棋甲级联赛自2003年创
办以来，江苏象棋男队在特级象棋
大师徐天红的带领下，三次进入前
六名，具有极强的冲击力。

上周进行的第六轮比赛中，中
国重汽队遗憾地快棋输给成都瀛嘉
队，而赴黑龙江客场挑战的江苏句
容茅山队，则与卫冕冠军黑龙江农
村信用社队四盘慢棋全部打和，快
棋加赛中，江苏主将王斌与黑龙江

主将陶汉明弈和，但徐超力克黑龙
江聂铁文不敌徐超。

目前，江苏句容茅山成绩较好，
积 11 分排在积分榜的第五位，中国
重汽队则排在第十位。不过，上赛季
中国重汽队两度与江苏句容茅山队
交手，首回合惜败在快棋加赛阶段，
次回合则慢棋获胜，相对来说心理
上占有一定优势。此次比赛，是两队
本赛季的首度交手，中国重汽队将
力争从江苏队身上全取 3 分。

中国重汽队客场挑战江苏
象甲联赛第七轮明日开战

□记者 沈玉杰

记者从济南市象棋协会获悉，为
庆祝六一儿童节，济南市将在5月31日
举行少儿象棋月赛，将于7月28日(周
日)举行,比赛地点位于济南市花园路
200 号的群康大厦。

据了解，本次少儿象棋比赛执
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象棋竞
赛规则。比赛用时双方各 20 分钟,
每走一步棋加 5 秒，超时判负。如一
方提出和棋，另一方不同意，裁判视
双方对局盘面决定自然限着40回
合。

济南市象棋月赛是济南市象棋
协会主办的传统赛事，少儿赛和成

人赛隔月举办。其中，少儿象棋比赛
按参赛选手年龄分为中学组、甲组
(五六年级)、乙组(三四年级)、丙组
(一二年级)和学前组五个组别进行,
各组根据报名人数录取 40% 的成
绩优秀者颁发获奖证书。根据规定，
比赛采用电脑积分编排，视报名人
数决定各组比赛的轮次。

凡是喜欢象棋的少年儿童(济
南或外地均可)均可单独参赛，也可
通过教练或者老师统一报名，每名
参赛者需缴纳 30 元报名费。

报名截至5月30日下午4点，过时
则不再接受报名。欲参赛者可拨打
0531—82672178向于先生或张女士咨
询详情。

庆六一象棋少儿月赛 31 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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