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3万人开跑

创新 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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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动仪式上，世界马拉松大
满贯联盟主席蒂姆·哈兹玛表示，成
都马拉松能够成为世界马拉松大满
贯候选赛事让他“很激动”，他非常
期待随后开启对成都的相关考察，

“我在此预祝成马举办成功，也希望
接下来能够看到成都在赛事运营方
面有更多的表现。”

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采访时，蒂姆·哈兹玛首先谈到近
年来中国马拉松运动蓬勃发展带给
他深刻的印象，他说：“好几年前，我
们对于中国马拉松、对于中国跑者
是比较陌生的，但近年来，中国跑者
在世界上的身影越来越频繁，有数
千名中国跑者每年在全世界范围内
参加六大满贯赛事，这个数字还在
继续增长，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这
样好的趋势。”

在成马成为中国首个世界马拉
松大满贯候选赛事后，蒂姆·哈兹玛
称：“评估大满贯赛事是一个很漫长
的过程，对于赛事组织而言，可能有
100条标准，比如赛道长度、志愿者等
方面。我们对待这些标准是非常认真
和严肃的，希望我们执行的标准能给
成都马拉松带来更好的帮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昨天上午，2019年成都马拉松新
闻发布会暨启动仪式在北京进行。在
新闻发布会上，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
盟、中国田径协会、成都市人民政府、
万达集团共同发布重磅消息：成都国
际马拉松更名为成都马拉松，成为世
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也是中国
首个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

这也意味着，成都马拉松将对中
国马拉松的未来发展格局带来深远影
响，大幅提升成都国际影响力。新闻发
布会上还公布，今年成都马拉松的规模
将进一步扩大，总人数扩充至3万人。

更名“成都马拉松”
赛事总人数扩充至3万人

从今年开始，为贴合国际化的赛
事形象，“成都国际马拉松”将更名为

“成都马拉松”。今年的成都马拉松将

于10月27日举行，赛事报名将于6月份
正式启动。今年赛事规模将进一步扩
大，增加全程马拉松项目人数，赛事总
人数扩充至30000人。

此外，在赛事奖金、选手服务水
平、赛事组织国际化水准和赛道设计
等诸多方面将进行全面升级。赛事线
路将在去年基础上进行优化，减少后
半程短距离折返赛段，提高选手参赛
体验，为提高选手完赛成绩创造有利
条件。

同时，赛道将延续去年特色“串
联古今”，让选手如同奔跑在跨越千
年的历史卷轴中，充分感受到历史名
城的蜀风雅韵和天府深秋的大美风
光。

如今，成都正在加快建设全面体
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天府绿道建设
工作正在不断推进，一幅“绿满蓉城、

花重锦官、水润天府”的蜀川画卷正徐
徐展开。在中国田径协会发布的《2018
中国马拉松年度报告》中，成都马拉松
荣获“2018年中国田径协会特色赛事

‘最美赛道’”奖项。

进入评估程序
有望跻身世界马拉松大满贯

在新闻发布会上，还公布了一个
重大消息：成都马拉松被提名为马拉
松大满贯候选赛事。世界马拉松大满贯
是全球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
广的马拉松系列赛事，赛事组织水平、
关注程度、竞技水平、赛事规模等均代
表着世界马拉松比赛的最高水平。

马拉松是近年来中国发展最迅
速、群众参与性最强的体育赛事。随着
马拉松人群逐年扩大，中国参与世界
马拉松六大满贯的人数也不断增加。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官方统计数据显
示，2018年共有6155位来自中国的跑
步爱好者参加了六大满贯赛事。

此次成都马拉松作为中国第一
个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将进
入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的长期评估
程序，有望在几年后与东京马拉松、波
士顿马拉松、伦敦马拉松、柏林马拉
松、芝加哥马拉松及纽约马拉松一样，
成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的正式一员。

2019年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
会、2021年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2022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2025年世
界运动会……随着各大赛事纷纷落
户，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的脚步也
在不断加快，作为一项群众参与度极
高的赛事，成都马拉松也将为建设世
界赛事名城添砖加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经过评估后，有望成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的正式一员

中国首个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

成都国际马拉松始于2017
年，由中国田径协会与成都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成都市体
育局和成都传媒集团承办。赛
事设立之初，便着力打造为中
国西部影响力最大、辐射面最
广、最受欢迎和最有代表性的
马拉松赛事。2018年，万达体育
成为赛事运营推广方后，凭借
独特的赛道设置、完善的后勤
保障及良好的参赛体验，让赛
事综合水平明显提升，得到了
跑者及媒体的一致好评。运营
两年来，共有超过54个国家和
地区的48000名跑步爱好者参
与其中,成为了中国马拉松赛
事序列中的新兴力量。

了解这座城,从一顿饭开始

报名：6月份启动
举行：10月27日
人数：扩充至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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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是全球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
广的马拉松系列赛事，赛事组
织水平、关注程度、竞技水平、
赛事规模等均代表着世界马拉
松比赛的最高水平，其包含的
六个年度城市马拉松赛——
波士顿马拉松、伦敦马拉松、
柏林马拉松、芝加哥马拉松、
纽约马拉松、东京马拉松——
是全世界跑者的梦想，完成六
大满贯赛事的跑者被称为“六
星跑者”。

成马
中国马拉松的中国马拉松的
新兴力量新兴力量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
世界马拉松的世界马拉松的
最高水平最高水平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主席：

期待对成都的考察

天府家宴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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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14日晚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宴会，欢迎出席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及嘉宾。

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来华出席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各位嘉宾。习

近平指出，亚洲是人类文明重要发
祥地，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亚洲
多姿多彩的文明交相辉映，为人类
保存着最久远的文明记忆和波澜
壮阔的文明图谱。今天，亚洲不同
文明在开放中交流、在包容中互
生、在创新中发展，亚洲文明之花

正在世界舞台上绚烂绽放。
习近平说，明天，我们将举行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共赏多元文
化之美、共谋文明交流互鉴之道。
让我们以本次大会为起点，同心
同德，携手共进，让各国文明在交
流互鉴中熠熠生辉。

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及嘉宾

不寻常的餐桌
直播后厨做菜
近距离感受川菜文化

这顿天府家宴颇不寻常。例如，当
晚才最终揭晓的家宴菜单，由6位书法
家现场书写在一把把大折扇上，作为
伴手礼方便嘉宾带回家。

“折扇菜单独特而大气，彰显出中
国文化的气息。”成都电视台副台长陈
海泉现场解读称，美食是全世界通用
的语言，川菜与天府文化的结合具有
独特魅力，这将是一次全面展示成都
独特魅力的大平台。

整个宴会，通过网络直播浸润式
进行，并以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感、互
动感礼敬到场来宾。尤其是，为了体现

川菜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文化内涵，后
厨也开通了现场直播，让与会嘉宾近
距离感受到川菜的制作过程与文化寓
意。例如，针对鱼香酥皮虾的原材料究
竟有没有鱼，川菜大厨也现场为大家
直播了答案。

不寻常的菜品
嘉宾们吃什么
由普通市民决定

天府家宴的核心，是让众多国际
嘉宾在成都的第一顿饭，就能首先感
受美食之都的风味。那么，家宴上的16
道菜品该如何选择？这一次，成都把天
府家宴的菜品选择权交给了普通市
民，体现出成都作为“美食之都”的大
众广泛参与和最终家宴菜品结构的专

业性。
记者获悉，川菜文化大师石光华、

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前厨师长张中尤等
专家团先从上千道川菜里精心挑选出
30道作为备选，然后以市民投票推荐
的方式，最终选出16道菜，组成这桌天
府家宴。

为远道而来的嘉宾推荐本地美
食，成都人热情十足。记者从主办方获
悉，根据“天府家宴投票”页面统计，截
至5月13日24：00，投票链接总访问量
达104911次，总投票数达59135票。

市民投票决定了天府家宴的12道
菜品。余下的4道菜，则是由未出现在
投票菜单中的“神秘菜”构成。据悉，这
些菜品是由成都市民主动推荐，经过
专家团考量后加入。

不寻常的滋味
川菜最有“味道”
川厨最富创意

成都映象餐饮集团行政总厨付海
勇是昨晚天府家宴的菜品总负责人。
要呈现好由成都市民选出的真正接地
气的菜品，付海勇认为“很难”。

不仅是难在菜品的丰富性——付
海勇说，这一次的菜品覆盖了凉菜、热
菜、小吃和汤品，热辣分明，“尤其考验
厨师的基本功”。据悉，此次16道菜由
16位厨师完成，每一位都是所在餐厅
的主厨，川菜手艺尤其突出。

这也难怪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生
活美学体验官克莱蒙对川菜赞不绝口
了。作为法国人，克莱蒙对川菜的印象
是“最有味道的食物”。品尝了天府家
宴后，克莱蒙称赞“成都的主厨们擅长
把各种味道汇集在一个菜品里”。他透
露，即使在欧洲，川菜同样是颇具盛名
的菜系，而来自四川的厨师则被视作

“创意”的代表。
面对由成都市民投票选出的16道

川菜，联合国贸易发展署创新经济部
主任卡罗莱娜认为，能品尝到如此接
地气的菜肴是此行最大的收获。

新加坡香阳环球厨师学院高级厨
师讲师宋皇则在品尝家宴后表示，希
望将跨区域的菜品进行融合。宋皇的
拿手菜是法式焖羊排，而接下来，他要
考虑如何将四川辣椒用焖的方式进行
加工，与更多海外菜品一起进行创作，
形成更多融合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美食被视为全世界通
用的语言。昨晚的成都，
200多位来自日本、韩国、
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嘉
宾不需言语，就能在餐桌
上用味道进行交流。

天府家宴，是成都熊
猫亚洲美食节与会嘉宾到
达成都后品尝的“第一道
盛宴”。作为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的配套活动，5月15
日-22日，成都熊猫亚洲
美食节将在成都举行，在
此之前，一次地道的川菜
美食文化体验，首先让他
们从舌尖上感受这座美食
之都的独特魅力。

这只是开始。即将开
启的成都熊猫亚洲美食
节，不仅有来自全球各国
各地区的美食大咖“华山
论剑”，更为全城市民、全
球美食爱好者提供了花式
福利，让市民“出门就是美
食节”。

继波士顿、伦敦、柏林、
芝加哥、纽约、东京之后，

全世界跑者
下一站，成都？

澳洲小伙成都玩抖音走红

宫保鸡丁
我最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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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肺片

鱼香酥皮虾

体验区现场展示制作熊猫汤圆

天府家宴上，嘉宾品尝美食 摄影记者 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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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成都国际马拉松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