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大鹏、李佳伦
“射落”奥运门票
日前，国家射箭队东京奥运会最

终阶段选拔赛在四川成都落下帷幕。
比赛决出了参加东京奥运会男、女团
体和个人赛的全部6名选手。我省运
动员王大鹏和李佳伦在比赛中敢打
敢拼、勇于亮“箭”，二人凭借精彩的
发挥拿下了奥运席位，将确定代表中
国参加奥运会射箭项目男子个人和
男子团体的比赛。同时，王大鹏还取得
了东京奥运会新增设的射箭混合团体
赛的席位。据了解，射箭项目东京奥运
会比赛时间是7月24日到8月1日。共设
5块金牌，分别为男、女团体，男、女个
人和混合团体项目。 (郭伟)

全运成年男女排
资格赛收官

近日，经过7轮21场激烈争夺，
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排球成年组资
格赛(B组)潍坊赛区的全部比赛结
束，山东女排在当日最后一场的比
赛中3：0击败上海队，为赛事完美
收官。最终，山东队携手天津、上海、
广东成功获得十四运女子排球成年
组决赛资格。此前4月11日在江门
赛区结束的第十四届全运会排球资
格赛男子成年组(B组)比赛中，山东
男排同样位列小组第二顺利出线。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男女排在此番
全运资格赛中均是提前一轮锁定出
线名额，在比赛中不畏强手、敢打敢
拼的精神状态为接下来的训练备战
奠定了坚实基础。 (宋莹)

环东平湖水浒半马
助力文化传承

“运河之心戴村坝，黄河明珠东
平湖”，4月18日，2021年环东平湖水
浒半程马拉松赛在美丽宜人的东平
湖畔开跑，赛事由东平县人民政府
主办，来自全省各地的1000余名长
跑爱好者参加了半程和5公里迷你
跑。这是东平首次以“环东平湖”之
名举办马拉松赛事。 (宫尚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石念军

枣庄马拉松是当地唯一一
场以城市命名的大型马拉松赛
事。2019年，作为中标运营单
位，齐鲁晚报·齐鲁赛事与枣庄
马拉松首次联手，携手打造
2019枣庄(冠世榴园)国际马拉
松。

在中国田径协会的年度评
选中，当届赛事顶格获评“银牌
赛事”，同时获评“自然生态特
色赛事”。

2020年，应防疫之需，枣庄
马拉松缓办。但这个城市追赶
金牌的脚步，一刻也不曾放缓。

2021年初，当地就把枣庄
马拉松作为十大惠民实事写进
年度政府工作报告，郑重宣示
决心与信念。

齐鲁晚报·齐鲁赛事在
2021年度枣庄马拉松项目招标
中再度中标，是无比的荣幸，更
是沉甸甸的责任。

尤其是在筹备开启报名的这
个周末，不管是任何时间节点的

任何一次沟通和交流，我们都真
切感到当地对赛事的期许与支
持，对我们的信任和鼓励。

期许和激励也来自广大跑
友。

自齐鲁晚报·齐鲁赛事中
标2021枣庄马拉松项目的消息
发布以来，广大跑友纷纷发来
了关于2021枣庄马拉松的种种
关切。

“选手可以免费游(台儿庄)
古城吗？”

——— 当然。5月 13日—16
日，连续4天的时间里，报名成
功的选手都可凭借官方号码簿
和本人身份证享受免费畅游著
名5A级景区的礼遇。

“可以团报吗？”
——— 当然。满足20人以上

团报条件，就可以享受相应的
团报优惠。

老家枣庄的“中国马拉松体
制外一哥”李子成，也第一时间联
系我们，表示一定回老家跑一场

“不一样的马拉松”并愿意出任形
象大使。同时，他为我们提出种种
美好建议，希望家乡的马拉松能

够办出水平、体现特色。
种种关切和激励令我们动

容。而这种种关切汇成一个词，
其实就是“金牌赛事”。

金牌赛事是什么？
在中国田径协会的赛事等

级评定体系里，金牌赛事是国
内A1类(最高级)马拉松赛事等
级评定体系中的最高级。

根据我们的理解———
金牌赛事是一种组织标

准。
一种以安全有序、公平竞

赛、贴心服务为基准的赛事组
织标准。

金牌赛事是一份品牌承
诺。

一份以最高保障、最优服
务、最好体验为目标的城市品
牌承诺。

金牌赛事是一次能力检
验。

一次以创意能力、管理水
平、品牌影响为核心的运营能
力检验。

在2021枣庄(大运河)马拉
松的赛前、赛中和赛后，我们将

始终贯彻这一份标准、恪守这
一份承诺、赢得这一次检验，力
争以最好的专业表现，向主办
方、选手和支持我们的品牌方，
兑现这一份庄严的承诺。

此刻，2021枣庄(大运河)马
拉松的报名工作已经开始，属
于我们共同奔跑的时间已经到
来。

恰逢枣庄“工业强市、产业
兴市”三年攻坚之时，齐鲁晚
报·齐鲁赛事将始终坚持“体育
+旅游+传媒”的融合发展宗旨，
携手当地务实合作，在马拉松
赛事中深度植入枣庄当地以台
儿庄古城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资
源和以大运河为代表的自然生
态特色，着力打造一个具有鲜
明枣庄特色的体育文化主题地
理标志品牌。

在这一条金牌之路上，让
我们一起逐步认知枣庄马拉
松，以及它的与众不同。

2021枣庄(大运河)马拉松，
枣来枣好！

5月16日，大运河畔，我们
等你！

2021枣庄(大运河)马拉松5月16日开跑

让我们携手共启金牌之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夏铭睿

报名火爆开启

目前，2021枣庄(大运河)马
拉松的报名端口已经正式开
启。

“等了两年，枣庄马拉松终
于回归了。”枣庄本地马拉松爱
好者姚娜说，“看到报名通知后
马上报了名，2019年就因为报
名不及时错过了，这次必须要
抓住机会。”

2020年，因为疫情防控要
求，枣庄马拉松没能与大家见
面。一年之后，准备充分的枣庄
马拉松重磅回归。2021枣庄(大
运河)马拉松将在5月16日正式
鸣枪开跑。

据了解，2021枣庄(大运河)
马拉松，赛事规模10000人，整
体规模相较于 2019年增加了
2000人。这意味着有更多的跑
友有机会参与到比赛中，游历
枣庄这座千年古城。其中，马拉
松项目3000人、半程马拉松项
目 3 0 0 0 人、迷你马拉松项目
4000人，对应的报名费分别为
120元、100元和50元。

值得一提的是，2021枣庄
(大运河)马拉松特别设置团报
窗口。团体报名20人及以上，可
申请团报。团报优惠价格为马
拉松100元/人，半程马拉松80
元/人，迷你马拉松40元/人。热
爱马拉松的跑友可关注微信公
众号“齐鲁赛事”，或扫描文末
二维码进行报名。

跑过最美枣庄

这已经是枣庄第5次举办
城市马拉松。

自2016年首届枣庄马拉松
开始，枣庄这座齐鲁文化新地
标在马拉松的赛道上不断向
前。

2019年，齐鲁晚报成功获
得枣庄(冠世榴园)国际马拉松

运营权。2019年10月13日，2019
枣庄(冠世榴园)国际马拉松在
枣庄峄城区成功举行，来自中
国、英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
等国家和地区的8000余名选手
齐聚枣庄，参加此次体育盛宴。

相较于往年，2021枣庄(大
运河)马拉松，除了参赛人数规
模有所提升之外，在参赛体验，
志愿者服务、赛道设置等方面
也将更加提升。

本次比赛，起终点设置在
国家5A级景区台儿庄古城西门
广场，主体线路在沿大运河生
态绿道以内。跑友在参赛过程
中，可以尽情享受台儿庄隽美
自然的人文风光。这条环绕台
儿庄的比赛路线，也将充分展
示枣庄地域特色，彰显枣庄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打造大运河精品体
育赛事品牌。

这也是齐鲁晚报马拉松赛
事运营板块的又一力作。自
2017年以来，齐鲁晚报自主创
办的齐鲁地标马拉松系列赛已
经成功举办比赛30多场，直接
服务选手超过10万人次。2019
年，齐鲁晚报(山东大众报业(集
团 )广告有限公司 )先后中标
2019生态齐河·黄河地标马拉

松、2019枣庄国际马拉松和泉
城(济南)马拉松首期3年运营
权，在国内同行中走出了马拉
松赛事运营的特色化转型之
路。再次成功中标2021枣庄(大
运河)马拉松，标志着齐鲁晚报
在城市马拉松运营领域又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李子成任形象大使

“我自己就是枣庄人，对老
家有着特殊的感情，特别希望
能够在家乡的土地上跑一场马
拉松。”被跑友们亲切称为“中
国马拉松体制外一哥”的枣庄
籍运动员李子成这样说。

作为首个中国马拉松大
满贯运动员，2015年至今，李
子成共参加比赛 100多场，涵
盖全马、半马、登山、登楼、5K、
10K、越野、接力等多种赛事，
冠军率高达80%。刚刚结束的

2021无锡马拉松，李子成以 2
小时 16分 19秒的成绩再次卫
冕本届赛事的马拉松男子冠
军。经过一年的调整，李子成
的状态正佳。

获悉2021枣庄(大运河)马
拉松举办的消息，李子成第一
时间和组委会联系，在组委会
的邀请下，李子成将出任2021
枣庄(大运河)马拉松的形象大
使。在2021枣庄(大运河)马拉松
的舞台上，李子成将与各地跑
友共聚赛场，跑一场老家的特
色马拉松。

同时，为了进一步丰富参
赛选手的福利，让更多跑友走
进枣庄爱上枣庄，2021枣庄(大
运河)马拉松组委会特别开放赛
事福利：5月13日—16日，所有
获得本届赛事资格的选手持本
人身份证和官方号码簿，均可
免费进入国家5A级景区台儿庄
古城游览。

好客山东，枣庄欢迎你
2021枣庄(大运河)马拉松报名启动，齐鲁晚报独家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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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2021赛季MLB Cup青少
年棒球春季公开赛首站威海站比赛，
在威海市临港区全民健身中心落幕。
经过两天的角逐，临港实验学校夺得
U8、U10两个组别冠军，威海十四中男
子一队夺得了U12组冠军，河北乐传棒
垒球俱乐部夺得了U15组冠军。

威海站比赛揭幕，意味着2021赛季
MLB Cup青少年棒球春季公开赛正式
开启，MLB Cup青少年棒球公开赛由
MLB PlayBall！青少年棒球联赛升级更
名而来，是MLB面向学校和俱乐部的
一项普及型青少年棒球赛事。赛事从
2008年创办至今，已从最初的U12单一
年龄组别、5个城市发展到如今覆盖
U6、U8、U10、U12和U15五个年龄组别，
近20个城市。 (体文)

MLB Cup青少年棒球
春季公开赛威海站落幕

4月17日，第38届潍坊国际风筝
会开幕，万人风筝放飞活动在潍坊
滨海国际放飞场举行。

本届比赛上，各式各样的风筝
让游客大饱眼福，其中本次风筝会
与《王者荣耀》合作打造的“王者英
雄龙”与“王者心愿龙”尤其引人注
目，各式各样的王者元素构成了龙
头蜈蚣风筝的身躯，在天空中游弋，
让许多游客纷纷打卡留念。别出心
裁的“王者心愿龙”将成千上万份来
自全国各地网友的心愿汇聚，由风
筝带上天空，飞翔在潍坊滨海的上
空，完成了线上与线下的融合，丰富
了大家的文化体验。 (体文)

“王者”主题风筝
亮相潍坊国际风筝会

“作为枣庄人，这
是我们家门口的比
赛，一定要参加。”“前
年参加了枣庄马拉
松，感觉很棒，今年继
续报名。”4月 13日，
2021枣庄 (大运河)马
拉松的中标公告发出
后，不少跑步爱好者表
达了他们对这场比赛
的向往和期待。

这是在运营2019
枣庄国际马拉松并获
评中国田径协会“银
牌赛事”和“自然生态
特色”双奖之后，齐鲁
晚报又一次中标运营
该赛事项目。

2019年枣庄(冠世榴园)国际马拉松比赛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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