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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总决赛在昌举办

一场越野赛为何成为“夺命跑”？
——还原甘肃景泰山地马拉松越野赛惨剧经过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不能让极限运动成为生命冒险
新华社记者 张 睿 崔翰超

中国女排赴意参加世界女排联赛

5 月 23 日，国际米兰队成员在赛后庆祝。当日，在
2020-2021赛季意甲联赛第 38轮比赛中，提前夺冠的国际米
兰队主场以 5∶1战胜乌迪内斯队。赛后，国际米兰队在主场
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捧杯。 新华社发（阿尔贝托·林格利亚摄）

5月 23日 12时许，甘肃白银市景泰第
四届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
公共安全事件前方应急指挥部宣告搜救
行动结束，最终确认遇难参赛者 21人，其
中不乏一些国内优秀运动员。生命的意
外凋零，令人惋惜和震惊。

172 人参赛，21 人遇难。这场超 10%
参赛人员遇难的“夺命”越野赛，到底是怎
么发生的？是天灾还是人祸？

一场户外越野赛事，超10%
参赛人员遇难

22 日 9 时，来自全国各地的 172 名越
野跑运动员，踏上了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
县举办的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
野赛征途。这段坡陡弯急、险峰林立的赛
事，曾被中国田径协会授予“自然生态特
色赛事”“中国马拉松铜牌赛事”。

然而，开跑仅3小时，“有几个人已经没
有意识，口吐白沫了”“速来救援”“CP2山
顶”等消息，便在该赛事工作群中炸了锅。

白银市市长张旭晨介绍，当时百公里
越野赛高海拔赛段20公里至31公里处（即
24公里的CP2附近），突遭灾害天气，短时
内、局地突降冰雹、冻雨，并伴有大风，气
温骤降。

13 时 30 分左右，景泰县中泉镇葫麻
水村村支书王钦林接到发生险情附近的
常生村村支书通知后，迅速组织村民赶往
支援。葫麻水村村民卢有铎等人，在救援
途中发现 3人冻死。穿着棉衣的村民，还
未登顶，便已感觉寒冷，体感温度在 0°C
左右。

14时左右，已距求救信息发布后 2小
时，赛事组委会在派遣景区应急队伍抵达
CP2山顶后，调取参赛人员GPS点位情况
研判，才进行停赛处理。

18 时左右，初步统计发现已接回 139
名参赛运动员，仍有33人失联。

22时左右，10余人已确认遇难。
事故发生后，甘肃省委、省政府成立

现场指挥部及7个工作组。
23 日 1 时左右，指挥部已确认 151 人

安全，但剩余21名参赛人员伤亡情况仍未
明晰。经过 2个多小时后，指挥部明确剩
余 21 名参赛者中有 16 人遇难，5 人失联。
随后，遇难参赛者增加至20人。

23日 9时许，最后一名遇难者遗体被
找到。指挥部确认，遇难人数达到21人。

参赛人员回忆惊魂时刻
“砰”，22日 9时发令枪响，李鹏程（化

名）和其他跑友从起点出发，欢欣鼓舞，满
面春风。谁知道，这场比赛，无人完赛。

参赛前一天，天阴风疾，第三次参赛的
“老将”李鹏程想起了东北老家阴风之后必
有暴雨的农谚。但看着这次赛程路线和补
给点设置，在咨询过裁判和当地人之后，他
并没有把天气放在心上。微风化为阵风，
李鹏程说，他按着节奏调整着呼吸，迈步上
路，心里还想着这次能拿第几名。

13 时左右，李鹏程刚跑过 CP2，突然
大风伴随着雨点，扑面而来。李鹏程不得
不双手牢牢抓住地面，不安在心中蔓延开
来。寒冷，是他唯一的感知。一路相伴的
许多跑友身上披着保温毯，有人瑟瑟缩缩
躲在坡下避风，但薄薄的保温毯挡不住呼
啸的狂风，稍不留神，便被大风吹散开来。

冷，好冷，眼看着就到了CP3，求生欲
完全战胜了胜负心，李鹏程决定退赛。这
是他最庆幸的决定。

想走出“鬼门关”难如登天。李鹏程
只能和一名身穿白衣的男跑友抱着取
暖。搀扶着走了不久，冻麻了的身体已开
始失温，意识模糊的李鹏程半途晕厥。

挣扎着睁开双眼，李鹏程已经躺在病
床上，打开手机，才知道有好几个跑友再
也没能回来。

另一名参赛人员李健（化名）告诉记

者，上山后很早的时间，海拔在 1500 到
2300 米左右，就在 CP2 到 CP3 爬升的时
候，恶劣天气就很明显了，山上下起了冰
雹、刮大风，天气反常得可怕，温度顶多三
四摄氏度。

李健说，很多人直接被吹成了滚地葫
芦，已经有选手开始退赛。最终，李健也
选择了下山。

下山时李健手机没电了，体力透支加
上浑身湿透，他已经处于半迷糊状态，本
能支撑他往前挪。李健狠狠咬着腮帮子，
踉踉跄跄没几步，又摔在地上，把头撞破
了。血流进嘴里，咸腥味让李健清醒了一
下，正在这时，他遇到了救援队的队员。

“当时我已经看不清下山的路了，很
多选手躺在赛道边，有些可能已经去世
了。”李健说，直到下山后，他才缓过神来，
才在跑友微信群中得知，不少选手已经失
联找不到人。

白银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李渊慧
表示，此次搜救最困难之处在于被困人员
距离比较远，路程中仅有部分路段可通行
小汽车，到达补给点后只能采取步行。搜
索过程中基本采取步行，该地地形地貌非
常复杂，夜间十分危险且很多地方没有通
信信号，只能采用卫星电话。

仍有四大疑问待解
搜救虽已宣布结束，但此事件无疑难

以画上句号。就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公
众仍有一些疑问待解。

——疑问一：天气预报为何未能有效
发挥预警作用？

有参赛人员说，参赛前一天，天气很
阴沉，于是便咨询当地人，对方说这里风
一过就是晴天，所以便没有在意。景泰县
气象局局长康永学介绍，为赛事提供了信
息专报，曾作“大风蓝色预警”。

甘肃一著名户外俱乐部负责人宋明
说，极端天气预测是大型体育赛事应对突
发状况的前提之一，此次事件最大的失误
是运营方没有对气象部门提供的预警做
出正确预判。

——疑问二：赛道保障是否完备？
补给站设置是否合理？

有参赛人员回忆，过了第二个打卡
点，风大得只能双手抓地，冻得浑身发僵，
裹上保温毯也没用，直至晕厥失去意识。

此次越野赛活动对参赛者列了一个
装备清单，冲锋衣等保暖装备仅作为建议
选项，而没有作为强制装备。北京体育大
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户外运动教研室
主任布和认为，对于没有带相关装备的参
赛者来说，遭遇极端天气就会措手不及。
按照预定计划，参赛者晚上才到达赛道补
给站，最险要的地方又没有其他补给站，
这是不合理的。

——疑问三：举办方叫停比赛是否及时？
记者采访的参赛者均表示，他们在失

去意识或受伤前，并未接到举办方叫停比
赛的通知。22日12时参赛人员在微信群里
发布求救信息，14时举办方才叫停比赛。

中国应急管理学会体育赛事活动与
安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李
圣鑫说，与往常马拉松赛事不一样的地方
是，此次马拉松越野赛更具有极限运动的
特点。对于这类比赛遭遇特殊天气情况，
应该有暂停或中止比赛的预案。

——疑问四：有无应急救援预案？救
援能力够不够？

李圣鑫说，极限运动项目的赛事安全
管理与应急救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有关
部门必须加强对救援预案的赛前审查。
宋明认为，从此次救援情况看，救援保障
无法第一时间抵达，也是这次赛事造成严
重后果的重要原因。（记者姜伟超、郭刚、
李杰、范培珅、崔翰超、张玉洁、陈斌、梁
军、张睿、马希平、罗鑫 据新华社兰州电）

近日，金溪县琅琚镇凤尾山村几名高
龄党员一大早便迎来了由村党支部党员
干部和驻村连心小分队组成的党史学习
教育“送学上门”工作组。该县坚持“线
上”“线下”与“上门送学”同步推进，让党
史学习教育实现全覆盖。

该县以党支部为单位，组织人员对流动
党员、高龄党员，以及行动不便的党员的住
址住所、从事行业和联系方式等情况进行排
查核实，对各个党支部的《党员信息管理台
账》进行及时更新。对于高龄党员、行动不

便的党员，该县各地各部门组成多个“送学
上门”工作组，为其送上学习资料 3000余
册，向他们介绍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刻意义、
目标要求，并详细询问老同志的生活和身体
状况，与他们交流学习心得；耐心听取他们对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意见和建议，鼓励他们
时刻保持学习状态，保持先锋本色，积极开展
学习，做到党史学习教育不漏学、不掉队。

金溪县年逾九旬的老党员、老英雄徐
济川，参加过著名的“八六”海战，时任南
海舰队某护卫艇大队二中队政委。他说：

“感谢党和政府对老党员、老军人的关心
关怀，我始终没有忘记身为一名党员、一
名军人的义务，我一定会认真学好党史，
向下一代讲好党史故事、战斗故事，继续
为党的事业贡献一分力量。”

对于在外流动党员，各党支部及时将
他们拉入支部所在的微信群、QQ群，为他
们发送各类学习资料，引导他们关注家乡
事业，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远程
讲党课”等活动。黄通乡流动党员、乡贤
万广华等了解到黄通乡着力推进“党建＋

乡贤”文化园项目、黄通“四宝”及产业发
展规划等情况后，积极围绕黄通乡“乡村
建设”“镇村规划”“产业振兴”“乡村生态
旅游”等建言献策。随后，他们相约返乡，
现场为家乡捐资70余万元。

为实现“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同步
推进，金溪县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两微一
端”新媒体优势，在金溪发布微信公众号、书
香金溪新闻客户端等平台设立“全民学党史
微课堂”“党史知识每日一练”等专栏，每天
推送党史课程、党史故事。 （邓兴东）

线上线下 送学上门

金溪“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显成效

近年来，为持之以恒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萍乡
市湘东区老关镇扎实推进纠“四风”树新风工作。

拧紧“总开关”，筑牢思想防线。该镇加强思想道德和党
史学习教育，强化法纪思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高召开民
主生活会次数，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严肃性，让红红脸、出
出汗成为常态，大力培养干部政治气节和政治风骨，营造出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铺设“高压线”，知晓政治红线。该镇持续高压强化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思想震慑，坚持无禁区、零容忍。让干部
管好自己的脑，不该想的不想；管好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
管好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拿；管好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
不去。让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于在受监督和约
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树立“风向标”，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新松恨不高
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该镇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形成良好政治生态，对腐败现象保持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高
压态势，维护良好的政治生态。

该镇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只有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
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
为全镇发展提供坚强后盾。 （吴啸天 刘树军）

老关镇持之以恒纠治“四风”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万载县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进校园，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学习生活、实践
活动各个环节。万载县第二小学紧紧围绕“学百年党史、育
时代新人”主题，奏响党史学习三部曲，让党史学习教育“走
新”更“走心”。

百年党史是生动丰富的教科书，是鲜活的营养剂。万
载县第二小学通过在全体学生中全面开展“红色课堂”学习
分享、“红色故事”演讲、“红色歌曲”演唱、“红色画卷”征文
（书画）评比、“红色足迹”研学实践、“红色诵读”等六大主题
活动，不断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该校班子成员和党员干部以“学”为主旋律，开展了开
学第一课——行政班子成员“红色故事我来讲”主题班会，
党员教师讲述“初心故事分享”，全体师生唱响《妈妈教我
一支歌》等红色歌曲。党员教师带领少先队员走进毛主席
旧居、湘鄂赣纪念馆，聆听专题宣讲，观看红色爱国教育影
片等一系列学习课堂，筑牢学习根基，将党史学习教育内
化于心，引导全体师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使学党史“主
题曲”贯穿整体学习工作。

该校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旨在让全体师生了解历
史、铭记历史，进一步提升红色教育思政课的吸引力和实
效性。 （丁琼莹 周明萍）

万载县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校园

一场马拉松赛，共有172人参加，却又
超过 20 名选手丧生，实属罕见，令人震
惊。这场 5 月 22 日发生在甘肃省白银市
景泰县的惨剧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不断
引发社会的关注和追问。

客观上来看，天气突变为重要诱因。
气温骤降，参赛者出现身体不适、失温等
症状，部分参赛选手失联。然而，人们还
是要追问：如此大规模的赛事，且非首届
举办，天气预报为何未能发挥预警作用？
极端天气突发时，举办方叫停比赛是否及

时？在应对极端天气问题上，赛事组织方
有无应急预案、预案是否有效执行？这场
赛事中不少参赛者来自低海拔地区，赛前
有没有做相关的健康检测和适应性训
练？还有，运营赛事的企业是否资质完

备？这些追问应该成为防范类似事故的
声声警钟。

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虽然全力组织
救援，但逝者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灾难
性的后果已经酿成。人们惟希望，此次20

多人的生命能换来一次全面彻底的事故
调查，从而给山地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安上
一把“保险锁”，让热爱运动的生命安全地
奔跑。

（据新华社兰州电）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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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曼城队传奇前
锋阿圭罗赛后被队友抛起。

当日，在 2020-2021 赛季
英超联赛第 38轮比赛中，曼城
队主场以 5∶0 战胜埃弗顿队。
此役，阿圭罗迎来自己的英超
生涯告别战，他替补登场完成
梅开二度，为球迷送上最完美
的告别。389场比赛 260球，代
表曼城上场 27800 分钟，代表
曼城在英超联赛进球 184 个，
成为英超单一俱乐部进球最多
球员。

赛后曼城队在主场举行冠
军颁奖仪式。

新华社/路透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
5 月 23 日，第十二届中国卫
星导航年会“北斗杯”全国
青少年体育大赛总决赛在
南昌举办，1000余名青少年
及家庭亲子组合齐聚九龙
湖湿地公园，共同体验“北
斗+体育”的魅力。

据介绍，本次活动旨在

普及北斗卫星导航知识，倡
导青少年爱科学、爱运动的
理念，竞赛形式为北斗智慧
跑及北斗智慧定向。参赛
选手利用手机中预设的APP
或小程序，在北斗导航定位
与授时功能帮助下，按照设
计的竞赛线路，精准到访打
卡点并完成闯关任务。

5月 23日，里尔队球员伊尔马兹（左一）进球后与队友庆
祝。当日，在 2020-2021赛季法甲联赛第 38轮比赛中，里尔
队客场以2∶1击败昂热队，以1分优势力压巴黎圣日耳曼队，
夺得法甲冠军。 新华社发（奥雷利安·莫里萨尔摄）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卢星吉、王亚光）根据中国
女排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
中国女排国家队已于5月21
日从上海启程，前往意大利
参加2021年世界女排联赛。

据了解，此次出国参赛
的队伍一行 22人，由主教练

郎平带队，包括 13名参赛队
员。2021 年世界女排联赛
将于5月25日至6月25日在
意大利城市里米尼进行，共
有中国、美国、巴西、意大
利、俄罗斯、荷兰、日本等 16
支队伍参加，是东京奥运会
前重要的热身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