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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讯
一手掌握

平潭
“骑”
迹：
追风遇见美好
——2022 第七届“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嘉年华侧记
□融媒体记者 陈澜清 文/摄
“骑迹平潭，遇见美好。”时隔三年，2022 第七届“海洋杯”中国·平
潭国际自行车嘉年华（以下简称“平潭赛”
）从平潭再次出发。这场高
水平的骑行盛事，
让狂热的自行车爱好者齐聚国际旅游岛，
激情酣战。
今年，这场备受国内外骑手们关注的年度重磅赛事，也玩出了新
花样。以赛促游，让选手感受环岛骑行、领略山海之美；创新办赛，增
强赛事观赏性；
豪华参赛阵容，
引入专业选手同场竞技，
创下纪录……
与此同时，
赛事期间，
还推出
“美食节”
“露营节”
“平衡车挑战赛”
等特色
活动，
为平潭国际旅游岛、
品牌赛事活力岛的建设，
再添一道回味无穷
的体旅融合
“大餐”
。

以赛促游 体旅融合再升级
“碧海蓝天，海岛风情，值得
潭国际旅游岛的魅力。
”
豆豆说。
每位车友驻足观赏”
“出发即能看
长江澳，一排排错落有致的
到无敌海景”
“海边转个弯就到
风车，在风中慢悠悠转动。中途
了”……17 日，恰逢“9·17”世界骑
补给站里，志愿者为骑手递上补
行日，环岛路上绵延数公里的骑
给品，水、功能饮料、香蕉等无限
行队伍，蔚为壮观。
量供应，收获骑手好评。经过十
今年的骑游活动线路，将范
几公里的骑行，70 岁的骑手凌邱
围扩大至全岛。近 77 公里的环岛
一边拿着功能饮料畅饮，一边和
线路，全面展现了平潭“原生态+
记者分享自己一路的骑行感受：
现代化”海岛风光。线路串联起 “从龙王头一路骑行而来，迎面是
平潭龙王头沙滩、北港文创村、北
徐徐海风，沿途是石厝和大海，美
部生态廊道、南岛语族考古研究
不胜收。”
基地、长江澳风车田、坛南湾等 10
今 年 65 岁 的 郑 瑞 春 来 自 宁
余处平潭传统景点和新晋网红打
德，有多年参赛经历，是“平潭赛”
卡地。
的铁粉。从最早在城区道路骑行
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自行
竞技到如今的环岛路，在他眼里，
车骑手从平潭龙王头沙滩出发， 赛道提升优化是今年最直观的感
驰骋于山海之间，享受“骑”乐无
受。
“ 环岛路越来越宽，也越来越
穷，邂逅岚岛的
“速度与美景”。
美，沿途新增的网红打卡点让人
北港文创村，被许多游客誉
眼前一亮，平潭的骑行环境太舒
为福建的“爱情海”。这座山石田
畅了。”
郑瑞春说。
海相融的小村庄，备受骑手们青
以赛促游，为这场骑行盛筵
睐。在沿途的村观景平台上，来
再添“招牌菜”。今年，赛事围绕
自福州“天涯行”车队的 90 后骑手
平潭“国际风范、青春时尚”的发
豆豆和女友在错落有致的石头厝
展主线，在此前办赛基础上，优化
前拍照打卡，记录下自己难忘的
部分赛道，提升选手骑行体验，优
骑行瞬间。
“早有耳闻平潭最美环
化组织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水平，
岛路，此次比赛加骑游的形式很
让更多选手参与到比赛中，感受
值得推广，一路骑行，感受到了平
平潭优美迷人的滨海岛屿风光。
在 起 始 点 ，选 手 们 面 对
镜头，
和观众打招呼。
→

发令枪响起，
选手们从起跑线出发。

每 期话题

重磅回归 豪华阵容创纪录
今年参赛阵容之豪华，堪称创
纪录。
18 日上午，龙王头海滩，碧海
蓝天，彩旗飘扬。现场，随着主席
台发令枪响，颇受关注的公路车男
子精英组率先开赛。经过激烈角
逐，来自美利达-诺飞客中国车队
的徐兆亮以 2 小时 6 分 2 秒的成
绩，在公路车男子精英组中拔得头
筹，
并荣获
“冲刺王”
称号。
作为车队新秀，徐兆亮坦言，
是车队的默契配合，才能在如此强
队如林的比赛中，突出重围，夺得
桂冠。
此外，赛事还吸引了如迈金科
技-Slipstream 等 20 多支国内现有
的高水平公路车队。不仅如此，在
7 月份刚刚结束的第 21 届环青海

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上，载誉归来
的平潭国际旅游岛洲际队和一批
职业车队也在其列。
“赛事久别重逢，更显弥足珍
贵。”许多车手在采访中表示，作为
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自行车运
动赛事之一，
“平潭赛”在骑手们心
中分量举足轻重，这次比赛对于各
大车队来说，不仅是练兵的好机
会，更是与全国强队切磋技艺，一
较高下的重要平台。
历经 6 届办赛，如何让两个轮
子的自行车玩出新花样？
据福建省户外运动协会会长、
厦门智搏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建华介绍：
“ 今年创新办
赛，让专业选手和非专业选手同场
竞技，极大丰富了赛事观赏性，为

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
除了参赛阵容豪华，赞助方也
不甘示弱。现场，康师傅饮用水、
法洛华专业运动镜、禄可集团等二
十几家知名企业组成的赞助方展
台遍布现场，工作人员热情地为参
赛选手们提供服务。其中，工作人
员徐核拥有多年海外自行车参赛
经历，如今他从职业车手退居幕
后。
“‘平潭赛’的赛事影响力，让许
多赞助方看到巨大的市场潜力，这
是一次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的好机会。
”
徐核说。
对今年的“平潭赛”，徐核给予
高度评价：
“赛事的组织、筹办等各
方面都不亚于许多欧洲大型自行
车运动赛事。明年希望以参赛选
手的身份，
感受
‘平潭赛’
的魅力。
”

丰富玩法 引爆热搜平台
在龙王头沙滩，一顶顶五颜六
色的露营帐篷整齐排列，游客在此
享受海景露营，夜伴穹顶星空，晚
上枕海入眠，感受独特的浪漫；在
海渔广场，全国各地几十余种美食
摊位汇聚于此，非遗手工糖、海南
椰奶、蒙古大肉串等美食，让人垂
涎三尺，
吸引了大批食客……
“平潭赛”举办期间，作为配套
活动——
“美食节”
“露营节”
“2022
‘海洋骑士’摄影大赛”等活动，点
燃了“平潭赛”的火热氛围。不少
游客表示：
“ 品尝美食、夜游海滩，
这场嘉年华盛会，
好吃又好玩。
”
这两天，这场体育嘉年华还频
上热搜。东南卫视、福建电视台文
体频道、平潭电视台每天进行 4 小
时直播；
海博 TV、新华社现场云、中

在环岛路，
选手遇见美景打卡拍照。

→

蓝天白云下，
蓝天白云下
，
选手们开始骑行之旅。
选手们开始骑行之旅
。

在风景如画的环岛路上，
在风景如画的环岛路上
，
骑手们一较高下。
骑手们一较高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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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潭视频号等众多网络平台也
加入全程直播中，并同步采取图片
直播，通过 AI 人脸识别技术，让选
手们更容易获取自己的参赛图片。
现场直播大屏幕上，选手的身
影穿梭于宽敞的环岛路赛道，每一
帧都犹如自然纪录片，不少现场嘉
宾表示：
“ 像是在看一部平潭的城
市宣传片。
”
央视特邀极限单车表演嘉宾
童仁庆参加“平潭赛”表演，当天，
他玩转极限单车的炫酷身影，被直
播画面传送至各大媒体平台，收获
诸多好评。2008 年，童仁庆成立
传动轴极限单车团队，还曾在星光
大道节目中获冠军。他坦言，第一
次来参加“平潭赛”，良好的自行车
运动氛围让他印象深刻，
“ 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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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场自行车的高水平赛事，也是
一场好吃好玩的嘉年华，美食节、
露营节等活动的加持，让赛事更加
精彩、更具活力、更有看点。
”
童仁庆表示，平潭通过这几年
办赛，
知名度和美誉度提高了，
发展
自行车运动的优势已经凸显，
每一位
车手都能在这里找到梦开始的方向。
眼下，赛事虽结束了，但“平潭
赛”的影响力仍在持续发酵。在百
度搜索栏中输入“平潭海洋杯”等
字样，相关结果超 5 万个，新华社、
中国新闻网等知名媒体的新闻报
道占据了头条位置，在抖音话题中
输入“海洋杯”等字样，播放次数达
到 29 万……许多选手在赛后采访
中表示：
“期待下一届的‘平潭赛’，
期待明年岚岛再会。
”

让骑行游
带动全域旅游

□斯坦

作为年度的骑行盛会，2022 第
七届“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
车嘉年华在岚成功举办，让世界的
目光再次聚焦平潭。
70 多公里的环岛路线，从美丽
乡村到滨海风光，让骑友们能一路
饱览岚岛自然生态美景的同时，也
能感受到平潭深厚的海洋文化魅
力。专业的赛事组织、人性化的服
务、
丰富的嘉年华活动，让选手们舒
心参赛，赢得了好口碑。从 2014 年
首次举办至今，
“ 海洋杯”已走过 7
届，
“高水平办赛”的目标，一直初心
未变。
“在骑行中迎接海风，心情无比
自由舒畅”
“这场自行车嘉年华是我
今年最难忘的旅行记忆”
“参与比赛
的最大愿望，就是能一路领略平潭
的滨海风光，期待下次能更加从容
应对挑战，有更多时间饱览美丽风
景”……这几天，选手在微信朋友圈
中晒出的美图和视频，是他们对这
届“海洋杯”办赛满意度的真切表
达，
也让更多人记住了平潭。
碧海蓝天、富氧绿地。近年来，
平潭靠着自然资源的先天优势，通
过打造品牌体育赛事、创新体育旅
游产品，在旅游和文化、
体育融合发
展的大势之下，深入挖掘美丽岚岛
“体育+旅游”的市场潜力和社会效
益，取得不俗成效，目前已连续五年
获评
“中国体育旅游十佳目的地”。
发 展 骑 行 运 动 ，平 潭 深 耕 多
年。通过“海洋杯”等赛事的举办，
平潭的骑行运动普及迎来高速发
展，深度挖掘自行车文化，培育平潭
骑行旅游市场，有利于推动全域旅
游发展。
笔者认为，
“ 环岛骑行旅游”是
平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一种旅游
方式。发展骑行旅游能够丰富旅游
业态，优化旅游产品和服务，促进全
域旅游建设。因此，可以强化环岛
路骑行的基础设施供给。平潭环岛
公路沿途风光秀丽、
景色宜人，若能
够完善驿站、
补给站、
修理站等基础
设施的建设，发展城市绿道、
骑行公
园、慢行系统等骑行硬件。提高租
车、修车、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的
供给质量等，一定能吸引更多人加
入其中，参与骑行旅游，助力旅游市
场发展。
相信在多方努力下，
通过骑行运
动带动全域旅游，
平潭将走出一条独
具特色的旅游发展新路径。

御风而行
“骑”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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