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3日，救援人员在事发区域展开搜救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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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越野赛”背后公司：
150150万中标首届赛事运营万中标首届赛事运营

员工仅员工仅2222人人

5月22日，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黄河石林举办的百公里越野马拉松，因遭遇极
端天气，造成21人不幸遇难。这起事故堪称国内越野马拉松最大事故。

此次赛事的运营方是甘肃晟景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甘肃晟景体育）。根
据参赛人员的描述，此次赛事，晟景体育不仅管理不到位，对于赛事的举办也未按照
严格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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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40多个救援电话无结果
22日晚间，网络上开始流传一些参

赛选手遭遇天气突变时的图片和视频。
一些参赛者趴在陡峭的光秃秃的山坡
上，抱团取暖，身上的布料被狂风刮得随

风飘扬。亲历者“流落南方”撰文形容：“风吹得站不
住，非常担心被吹倒，冷得愈发受不了，找了一个相
对避风的地方掏出保温毯，裹在身上，瞬间就被风
吹散开，什么用都没有。还有选手的保温毯，直接被
大风给撕碎了。”

李涛是这次越野赛中的幸存者，他全程跑完了
马拉松，并安全回到山下。“死里逃生”的他告诉记
者，下山的时候，山上发现了几具跑友的尸体，但无
法救援，“太惨了，路标也没有。”李涛说，他是当天
下午五点多下的山。下山的时候，他的双腿包括下
身都快失去知觉。他拨打了40余个救援电话，但电
话那头没有说清楚如何救援，后来他的手机还有百
分之二的电量时，直接调成了飞行模式，他已经要
打瞌睡了。

赛事主办方的另一个失误在于，可御寒保暖
的冲锋衣并没有被列入比赛必带的强制装备，而
是作为建议装备写进了赛事手册。包括“流落南
方”在内的很多参赛者，都将冲锋衣放在转运包
中，而转运包在比赛前一晚被组委会收集，存放
在赛道62公里处的CP6换装点，而出事的路段主
要是在险峻的CP2到CP3点，这让很多人根本没
有穿冲锋衣的机会。

幸
存
者

5月24日，长沙，明阳山殡仪
馆。人们来到这里，与袁隆平告别。

上午10时，“杂交水稻之
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
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遗体送别
仪式在铭德厅开始。

铭德厅门口，挽联写着：功
著神州音容宛在，名垂青史恩泽
长存。

哀乐低回。袁隆平躺在鲜花
翠柏中，面容安详。阳光透过天花
板的玻璃洒落在他身上。他穿着
红蓝格子衬衫和深蓝色西装外
套，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衣服。

袁隆平的遗孀邓则一袭黑
衣，坐在轮椅上。她的头微微侧
着，没有朝着遗体的方向，右手
紧紧握住左手，放在大腿上。她
的左手戴着一枚戒指。

10时15分，铭德厅内开始
默哀。

吴俊穿着一件衬衣，站在默
哀人群中，衬衣是袁隆平送给他
的礼物。这位“80后”是杂交水稻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也是袁
隆平的弟子。

袁隆平的助理辛业芸，眼圈
泛红，始终沉默地看着邓则的方
向，面露担忧。

人们面朝遗体，从右至左绕
灵一周，与邓则等家属握手，一
些人缓缓说出“多保重”。邓则反
复说着“谢谢”。

不久后，孩子们推着轮椅，
陪着邓则来到遗体正前方。邓则
突然站起身来，快步走到袁隆平
遗体前，跪在地上，埋头哭泣。

铭德厅外，长沙明阳山仿佛
被人潮淹没。拥挤的人群中，许
多人看不清面容，一眼望去，只
能见到一朵朵明黄和雪白的菊
花——人们把手中的鲜花举过
头顶。

70岁的农民周秀英和家人
来到这里。“知道他走了，一定要

来送送他，我们种田的，对他有
感情。”她抹着眼泪说。

25岁的青年胡胜涛来到这
里。他早晨7点乘坐高铁从广州
赶来，下午就要返回。10小时路
途，只为深深鞠一躬。“人太多
了，我只在遗像前待了不到一分
钟，可是很值得。”

江苏的母女张秀华、王宇
辰，结束深圳的旅程专程赶来。

“90后”王宇辰说：“我想和妈妈
一起，来向袁爷爷道别。”

前往殡仪馆的柏油路被人
群挤满。

年轻的外卖骑手，骑着摩托
车缓慢穿行。外卖箱里，有满满
一箱金色稻穗。下单的人来自广
东、福建、重庆……

路的左边，身穿蓝色衬衣的
“雷锋车队”举起悼念横幅。一排出
租车整齐停着，车窗玻璃上贴着

“免费接送车”字样。司机刘浩辉
说：“上百台出租车自发组织起来，
免费接送从外地赶来的人们。”

路的右边，42岁的水电工郭
庆伟站在一辆棕色的商务车旁，
车里堆满了口罩。他和朋友买了
8000余个口罩，从23日上午9点
起为群众免费分发。“昨晚几乎
没合眼，我想为他做点什么。”

许多人前往摆放袁隆平遗
像的明阳厅。人山人海，却格外
静默。

一名身穿白衣的中年妇女半
跪在遗像前，放下一碗青豌豆。这
是袁隆平生前爱吃的菜。她哽咽
着说：“您要记得好好吃啊。”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
任齐绍武说：“袁老没有留下任
何遗言。”“袁老一直相信，我们
会把杂交水稻事业好好干下去。
我想，他是放心的。”

这一天，长沙气温23℃。科
研工作者说，这是适宜杂交水稻
生长的温度。

近年来，国内马拉松、越野跑
运动飞速发展。中国田径协会公
布的数据显示，全国马拉松及相
关路跑赛事从2014年的51场增长
到2019年的1828场，5年时间数量
增长超过30倍。数量井喷的同时，
马拉松赛乱象频发，一些劣质比
赛“方案美如画，执行烂成渣”。

赛事井喷：5年增长30多倍

中国田径协会2020年4月发
布的《2019中国马拉松蓝皮书》显
示，2011年，全国马拉松及相关路
跑赛事的数量仅为22场，2014年
增长到51场。2014年，国务院出台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
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家体育总
局也取消了群众性和商业性体育
赛事的审批。此后，马拉松赛事数
量进入“井喷期”——全国马拉松
2015年134场，2016年993场，到
2019年达到1828场。

广州一家马拉松运营公司的
创始人梁先生说，现在国内马拉
松办赛市场已经“一片红海”，每
当有新的马拉松开办或者此前的
运营合同到期，“十几家公司去抢
项目都算少的”，价格压得很低。
由于需要协调安保、交通、医疗等
多方面的公共资源，“地头蛇”现

象也成为不少马拉松赛事运营公
司的一个普遍特点。“很多赛事，
你要拿就必须和当地熟门熟路的
公司合作，有的‘地头蛇’很强势，
也就借用下你的资质，中标以后
就没你啥事儿了。”梁先生说。

马拉松比赛为何引得各方趋之
若鹜？山东某市已经连续多年举办马
拉松，该市一位副市长说，对于举办
城市来说，马拉松赛事可以展现城市
风貌，塑造城市形象；赛事办得好就
有品牌效应，就能成为新的城市名
片，提升城市品位与国际影响力。

而一场越野马拉松，对于一
些自然景区的品牌营销，亦是“四
两拨千斤”。除了传统媒体，很多
地 方 也 很 看 中 网 络“ 大 V”等

“KOL”（关键意见领袖）。“很多跑
圈‘大神’跑小比赛，报名费、交通
费、住宿费组委会全包，全程VIP
接待，只需要动动手指发发微
博。”一位资深跑友说。

“野鸡比赛”乱象频发

赛事数量井喷的同时，马拉
松运营机构的运营能力和参赛者
的观念意识并没有跟上，导致近
年来一些马拉松赛事组织乱象层
出不穷。

赛事越办越多，但得到官方

认证赛事的比例却逐年下降。中
国田径协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
马拉松赛事总量为993场，其中田
协认证的赛事为328场，占比略超
三成；到了2019年，赛事总量增长
到1828场，认证赛事仅为357场，
占比已经下降到不足二成。

“田协或者登协认证的比赛，
会派出专业的监督人员和裁判，
对赛事筹备整个流程进行监管和
把控，因此基本的安全还是有保
证的，一些‘野鸡比赛’就不好说
了。”广州一位资深跑友说。

被很多人戏称为“野鸡比赛”
的，就是没有田协、登协、体育局等
官方和专业组织认证的赛事。这些
赛事处在“监管真空”下。不少赛事
背后的运营公司，可能仅仅是一两
个专业人士带着几个大学毕业生
搭的“草台班子”，“方案美如画，执
行烂成渣”。

云南省路跑协会副秘书长饶
利群说，我国越野赛起步较晚，很
多组委会的运营方经验参差不齐，
专业水平不尽如人意，赛事医疗救
援和现场应急救治人员配备严重
不足。“有些仅是临时招募，仅仅进
行一次赛前培训就拉上赛场；对于
多层医疗救护力量的布控，没有实
现闭环高效管理。” 据新华社

“一路狂奔”的马拉松赛乱象透视
5年增长30多倍！

员工仅20多人，参保人数为0
记者还了解到，甘肃省白银市黄河石

林百公里越野赛从2018年举办至今已有四
届，连续四届均由甘肃晟景体育负责运营。

天眼查APP显示，甘肃晟景体育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注册于2016年9月2日，注册地址为甘肃
省白银市靖远县兴隆街14号，注册资金500万元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吴世渊。从注册资本看，甘肃晟景体育
似乎“实力一般”。其2020年报显示，当年该公司缴纳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0人。而这样一家实
力平平的公司却多次拿下政府部门的“大单”。

梳理甘肃晟景体育公司之前的业务项目可以看
到，2018年5月，该公司中标“黄河石林大景区管理委
员会2018首届黄河石林国际百公里越野赛暨首届黄
河石林国际马拉松赛运营服务项目”，中标金额150万
元；2019年7月，中标“白银市平川区体育中心2019年
首届平川半程马拉松赛运营服务项目”，中标金额
97.68万元；同年10月，中标“靖远县文体广电和旅游
局2019靖远第三届国际马拉松赛运营服务项目”，中
标金额149.5万元。不过，记者查询中国政府采购网及
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并未发现本次黄河石
林山地马拉松的相关招投标信息。

虽然甘肃晟景体育参保人数为0人，但该公司一位
张姓女士向记者透露，该公司共有22名工作人员，在事
故发生后，均参与到一线搜救中。虽然有22名员工，但在
重大事故面前，这点人手是极其有限和捉襟见肘的，是
难以覆盖搜救需要的。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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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袁隆平！
袁隆平遗体送别仪式昨日在湖南长沙举行

5月24日，袁隆平遗体送别仪式在湖南省长沙市明阳山殡仪馆举行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4日
说，中国著名科学家、“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的逝世是中国和世界的
巨大损失，他将永远为人们所
缅怀和铭记。

赵立坚说，袁隆平院士逝世
后，中外各界都表示沉痛悼念，
这充分说明他对中国乃至世界
杂交水稻事业所作贡献受到广
泛认可和高度评价。中国用不到
世界 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
五分之一的人口，将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这与袁隆平院士的
艰苦努力密不可分。

赵立坚表示，袁隆平院士
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
毕生奋斗的梦想就是让杂交水
稻覆盖全球，让所有人不挨饿。
中国创造了粮食自给的人间奇
迹，也有意愿、有能力继续为全
球粮食安全治理作出更大贡
献。“我们相信，在各方的携手
努力下，袁隆平院士的梦想一
定会成为现实，饥饿和贫困终
将从地球上消失。”综合新华社

甘肃白银山地马拉松事故追踪

外交部：
袁隆平的逝世是中国和世界的巨大损失

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
委员会和全会24日分别通过决
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邀
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
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世
卫大会连续第 5 年拒绝涉台提
案，充分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已
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人
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容挑战。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
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陈旭大使在发言中表示，台湾是
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
台提案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 原 则 ，违 反 联 合 国 大 会 第
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25.1号
决议所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违
反世卫组织《组织法》和世卫大
会《议事规则》，是非法、无效的。
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必须按
照一个中国原则、通过两岸协商
处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
独”立场，拒不承认两岸同属一
个中国，台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
基础不复存在。

陈旭表示，在一个中国原
则的前提下，中国中央政府对
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
出了妥善安排。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中央政府向台湾地区通报
新冠肺炎疫情信息260次，批准
台湾地区卫生专家多次参加世
卫组织技术活动、数次接受世
卫组织秘书处疫情信息通报，
根本不存在所谓“国际防疫体
系缺口”。

陈旭强调，世卫大会对涉台
问题早有定论，个别国家执意提
交涉台提案，损害了国际抗疫合
作和广大成员国的共同利益。有
关国家应停止将卫生问题政治
化，停止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
政，停止干扰大会正常秩序。

外交部发言人昨日表示：
民进党当局罔顾各方意愿和台
湾同胞民生福祉，执意唆使其
所谓“邦交国”搞涉台提案，个
别国家明里暗里支持怂恿，推
波助澜。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的行径，受到世界上秉持正义
立场国家的一致反对。我们再
次奉劝民进党当局，“借疫谋
独”绝无出路。中方也敦促个别
国家，停止将卫生问题政治化，
停止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
政，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注定以失败告终。

综合新华社、外交部官网

世卫大会再次拒绝涉台提案
外交部：“借疫谋独”绝无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