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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配速员，传说中的“兔
子”。他们是一场比赛中最有趣，也
是最辛苦的角色，肩负的责任是帮助
其他选手更稳定地控制速度。

在赛道上，他们以醒目的标识
（配速气球、配速号码布），合理、稳
定、科学的配速，热情、温暖的互动，
用丰富的经验，和你交流何时补给、
何时调整速度，担任领跑员，肩负时
间的指航标，带着选手完成整个马拉
松比赛，让更多人实现新PB。

成都双遗马拉松的“兔子”，向来
都不简单，从2017年开始，就有负责
制造快乐的“音乐兔”、还有保障大家
安全的“急救兔”，能够穿着花哨、醒
目地参与家门口赛事，非常有面子
呀。2018年成都双遗马拉松，吸引
了3200多名志愿者为赛事服务，贡
献一份力，贡献专业的跑步技能，比
单纯地跑完一场马拉松更有意义
吧。报名消息一出，许多跑友前来留
言，“想成为熊猫兔，放弃PB带上大
家一起跑。”“已经跑过三年双遗全
马，2019想换一种方式参与，为各位
跑者当好领航员！”

2019双遗马拉松将面向跑友招
60名官方配速员，就是传说中的“官
兔”。3万人中只有60位如此闪耀，
确实是错过等一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临近春节，不少地方都开始准备杀
年猪过新年。而在眉山仁寿有这样一头
猪，不仅平安地熬过了9个年头，还成为
了当地的猪大王。

“一般的猪都只有两三百斤，我们的
猪王听说有1800多斤。”1月8日一大早，
听说今年在仁寿录制央视农民春晚的摄
制组，要来清水镇拍他们的猪大王，并现
场称重，完成金猪大挑战，不少村民都赶
来看稀奇。只见一头圆圆滚滚、体型巨
大的肥猪被几位饲养员用编织布围着，
赶上平衡秤的一边，另一边上人。最终
通过称秤，这头猪竟重达 1881 斤，无愧
当地最重的猪王称号。

900公斤猪大王
跑起来脚下生风

猪王来自成都某农业开发集团公
司仁寿养殖基地，是一只雄性的三元
猪。据该公司负责人杨茂终介绍，从
2010年开始，该公司为了试验公司研
发的微生物降解技术，做了一个实验，
不杀不卖，看猪到底能长多大，寿命能
有多长。而猪王便是第一批试验品，
从2010年开始已经养了9年多，目前
是养殖基地最大的猪，也是整个仁寿
最大的猪。

虽然已经是9岁“高龄”，并且身负
1881斤的重量，但我们的猪王却仍然身
体健康，行动自如，脚下生风。“要是跑起
路来，我都追不上。”公司饲养员刘师傅
笑着说。

生活条件优越
块头脾气一样大

作为明星动物，猪王的待遇自然优
渥。“可以说睡的是保健床，吃的是保健
粮。”杨茂终说，不似农村普通养猪坚硬
的水泥地，猪王和同伴们“睡”的可是由
谷壳、木屑和微生物降解剂做成的“柔软
床”，可供猪王解放天性，尽情撒欢。一
种特殊的微生物降解剂更能把粪便降解
掉，让猪王的生活环境十分环保。而猪
王的吃也很有讲究，玉米、豆粕、麦麸这
些纯粮食一样不少，再加上微生物补充
蛋白、氨基酸等营养物质的加持，可谓是
营养均衡。

吃得好睡得好，猪王的“猪生”到达
了巅峰，没事还会发发脾气消遣消遣。
饲养员刘师傅说，作为猪圈里的“老资
格”，猪王的脾气也很傲娇。“一般猪都是
比较温顺，但它有时候不高兴，就不准生
人靠近。”

猪王无忧无虑地生活了9年，这期
间从未打针吃药生过病。“这么重还这么
健康的猪，全国很少见，目前猪王的研究

价值已经完全不能用经济价值去衡量。”
杨茂终说，他们不会杀掉卖掉猪王，猪王
正常死去后，他们会将其交与中国农科
院做研究。

将亮相农民春晚
角逐金猪大挑战

仁寿县畜牧生产科教站站长杜亮
说，仁寿是全国养猪百强县、全省三大生
猪调出大县，2018年出栏生猪130万
头。“但像这种1800多斤的猪，是非常少
见的。”

杜亮说，猪在长到270斤左右后，

吃得很多，长得很慢，经济效益不高，因
此很少有农户会继续育肥。“据我所知，
这头1800多斤的猪，在仁寿是最大的，
在四川乃至全国也是非常罕见的。”

虽然这头大猪自带“免死金牌”，
但它的肉质到底如何，会不会有些
老？“这种猪喂上一年，肉质都会很鲜
美。不过养这么大太难得，大家肯定
是很难吃到了。”杜亮说，“大家如果嘴
馋，可以试试仁寿其他的年猪，味道也
一样好！”

猪肉是吃不到了，但猪王的真容还
是可以看到的。记者从央视七套农民春
晚摄制组获悉，猪王将亮相大年初二的

CCTV-7《亿万农民的笑声》2019全国
农民新春联欢会。同时这场金猪大挑战
还将继续，在2019年年末之前，在全国
范围内，若有任何一头猪的重量能够超
过1881斤，就能获得价值3万元的真金
金猪摆件大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越欣李庆

最美赛道
两大世界遗产和15公里绿道

本次评选的背景是体育赞助价值
评估课题组携手我要赞体育、维宁体育
主办，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中
央财经大学，形成了具有商业价值参考
意义的权威评选——“2019中国最具赞
助价值马拉松赛事TOP100榜单”。对
比去年的榜单，北京马拉松继续蝉联第
一名，上海马拉松下滑一位被厦马超
越，成都双遗马拉松则挤掉深圳马拉
松，首度跻身前10。

2018年成都双遗马拉松成功升级
为中国田协授予的铜牌赛事，成为从都
江堰市起步，辐射西南乃至全国的成熟
赛事。从2015年第一届的5000多人
报名到第二年就突破30000人，双遗马
拉松成为成都跑友心目中的每年“打
卡”的经典赛事，沿途穿越两个世界遗
产，是难以超越的“最美赛道”。根据
2018年双遗马拉松赛后的统计数据显
示，赛道的绿道长度超过15公里，而且
沿途“花团锦簇”，光是花坛的摆放就接
近4000平方米，更不用说青城山参天
的千年古树、幽幽古道，“洗肺”“养心”
成为成都双遗跑者的特殊福利。

疯狂周末
超20万跑者汇集都江堰

有经验的跑友都知道，成都双遗马
拉松不仅报名难，订酒店也难，报名成功
就定酒店，也是跑友们很熟悉的操作。
据2018年赛后调研，成都双遗马拉松赛
事期间（周末两天）都江堰以及周边农家
乐价格是平时的两倍。数据显示从
2017年起，赛事期间，都江堰市区酒店
饱和度高达97%，就连青城山周边的农
家乐生意都好到爆棚。从2016年开始，
周末到达都江堰的参赛跑者和亲友团人
数持续突破，2017、2018年都超过了20
万人次，甚至在远离都江堰市、远离赛场
20公里左右的边缘景点，也都能随处可

见省外车牌的车辆，以及背着参赛包、穿
着运动服吃烧烤、买水果的跑者。整座
城市消费增长55.9%，形成堪比“黄金
周”的经济效应。

“刚开始，我们的口号是带上跑鞋
去旅游，没想到，双遗马拉松对城市的
推广和消费刺激是前所未有的，每到赛
事的整个周末，都江堰变成了时尚的城
市，看着穿着运动装跑者在城市里走来
走去，整个城市的活力出来了。”双遗体
育总经理刘洋如今很欣慰，作为成都双
遗马拉松的开创者，当年5000多人的
赛事如今发展成都江堰城市的新名片，
这是他之前没有想到的，“刚开始只是

‘玩玩儿’，没想到可以做成一个产业，
将成都和都江堰推广到全国、全世界。”

品牌价值
营收千万级首进前十

“网红路线”吸引众多跑友

2019年成都双遗马拉松报名启动

当天，报名人数就突破了两万。在全国
的跑友心目中，成都双遗马拉松独特的
线路、魅力成为跑友们打卡的“网红”。
其中，熊猫谷、建福宫、天府绿道、熊猫
绿道，以及青城山、都江堰这两大世界
遗产等景点最受欢迎。

据国家体育总局2018田径工作会议
数据显示，2018年马拉松赛事持续火
爆。截至11月2日，800人以上路跑、300
人以上越野跑赛事共计1072场，参赛人
次达到530万，预计年底接近600万人
次。能够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跻身商
业价值前十，足以说明成都双遗马拉松
的品牌效益。2018年，成都双遗马拉松
继续保持千万级的营收，赞助商达到14
个。对于这个成绩，刘洋期待2019赛季
的提升：“对于整个成都乃至中国来讲，
大部分地区马拉松的氛围越来越强。马
拉松作为很大的、很广泛的群众参与项
目，市场空间和商业空间可能还是起步
阶段，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成都社区设便民服务点
居民可全天候
自助办理
港澳台签注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于婷）想
去办理港澳台旅游签注，但是上班
时没办法请假。需要赶飞机、住酒
店，临时发现自己的身份证找不到
了。以后，在成都青羊清波、清源
社区，这样的烦恼问题可能会得到
解决。

1月9日记者从成都青羊区公
安分局了解到，为了方便居民能就
近及时办理港澳台旅游签注，打印
临时身份证明，分局在清波、清源
社区服务站建立了2个便民服务
点，通过自助服务机，居民可以24
小时自助办理以上业务。

将卡式港澳台通行证放进机
器内，选择需要签注的类型，进
行身份识别拍照，刷卡付费，短
短三四分钟，取回的港澳台通行
证上，就已经有了新的签注。1
月9日上午10点半，在清波社区
服务站内，刚刚使用24小时自助
签注机办理了赴澳门旅游签注
的居民高先生直呼方便。

在签注自助一体机旁，还有
一台可供全国居民打印临时身份
证明的自助办理终端。居民身份
证若出现遗失或者忘记携带等情
况，又急需身份证明办理相关业
务，就可以通过这台机器，在输入
个人相关信息后，自助打印身份
证明。

这 2台自助办理机同时“安
家”清波、清源社区服务站，可供
市民24小时自助办理。“主要针
对我们周边市民，办理港澳台签
注和临时身份证明的业务比较
多，所以设置了这2个便民服务
点。”青羊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
大队副大队长魏书君说，这次
设置在社区内的是最新版的签
注自助一体机，对于卡片的识
别更加准确，市民不必分辨放
置方向，只要按照提示步骤进
行操作，机器都能自动识别并
进行签注。

中国最具赞助价值马拉松赛事榜单出炉
成都双遗马拉松跻身前十

报名时间

2019年1月7日-1月13日

报名要求

1、已成功报名 2019 成都双遗
马拉松；

2、拥有完成配速任务的责任心
与使命感，拥有稳定的配速水平和
娴熟的控速能力；

3、2017-2018 年内需有至少两
次全程/半程马拉松完赛经历，拥有
高于报名配速段10-30分钟的个人
最好成绩；

4、愿意在微信、微博上与赛事
官微互动、宣传赛事，赛前遵守组委
会对官方配速员的行程安排；

5、赛时需按组委会要求穿着
“361°”统一发放的官方配速员服装，
并佩戴相应的标识，配合媒体群访；

6、同等条件下，担任过田协共
办马拉松赛事官方配速员的报名者
优先录取。

官兔福利

361°定制的2019成都双遗马
拉松官方配速员装备一套

2019 成都双遗马拉松官方配
速员荣誉证书

报名流程

报名者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或点
击最下方“阅读原文”提交个人信息；

组委会将根据后台收到的报名
信息进行筛选，预计 1 月下旬公布
最终名单。

进入报名通道

扫二维码

抬头看雪山，低头油菜花，对于成都跑友来说，每年春天和双遗马拉松的那场约会已然成为习惯。2019年，成

都双遗马拉松即将拉开第五季，报名启动的当天，就有超过两万人报名，“手慢无”当然也是成都双遗马拉松的传

统。最近，这项家门口的赛事又“得奖”了，在体育权威学术机构评选的“2019中国最具赞助价值马拉松赛事

TOP100榜单”中，成都双遗马拉松首度跻身前十。

成都双遗马拉松独具特色的熊猫奖牌。

2019成都双遗马拉松招“兔子”啦

9岁高龄脾气傲娇 睡“保健床”吃“保健粮”

仁寿有头
1881斤

猪王

看猪王视频

扫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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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央视《亿万农民的笑声》2019全国农民新春联欢会摄制组走进仁寿，现场进行了“庆新春金猪大挑战”活动拍摄。

成都双遗马拉松穿越两大世界遗产，堪称最美赛道。（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