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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athon races have been developing fast in third and fourd - tier cities for nearly a decade. They not only
increased the quantities of the marathon races in China, but also gained more diversit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courses. However, these races revealed issues such as financial scandals, vanity motivated and lack
of race management experiences. Government led, enhanced society advantages and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 base will be the possible ways to solve thes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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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三四线城市马拉松运动，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扩大了中国城市马拉松运动的
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市马拉松运动的丰富性，同时也暴露了自身在经济驱动、盲目攀比、
经验不足方面的问题。发挥政府主导、强化社会优势、奠定学校基础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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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马拉松运动的发展
国外城市马拉松运动源于 1897 年波士顿马拉松，
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几乎与马拉松运动同龄，
只是把赛道由原来的固定赛道变成了不同城市的赛道，
其性质还是竞技比赛。当然在这个百十年的发展中运动
规则也有一些变化，随着参与人数逐年增多，大众健身
的性质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的城市马拉松运动似乎沿袭了国外由竞赛性
到大众性演变，虽然历史较短，但其发展速度和规模却
让世人咋舌。1981 年首届北京马拉松，只有 12 个国家
86 名选手，显然也是以竞赛为目的。直到 2014 年《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休闲产

业指导意见》的出台，中国城市马拉松开始出现由竞技
比赛到大众健身的转变。之后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超出
[1]
人们的想象 。2016 年统计，中国境内城市马拉松 328
场，年参加马拉松比赛人数超过 100 万，北京马拉松创
下单场马拉松 6 万人的记录。
三四线城市的马拉松运动热情，也由此被迅速点
燃。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当下的马拉松热潮中，三四
[2]
线的城市马拉松至少占有半壁江山 。这不仅扩大了中
国城市马拉松运动的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
城市马拉松运动的内容和特色。但是由于三四线城市的
自然环境、城市规模条件、办赛经验等方面的不足，也
出现了一些问题。系统发现问题，形成解决问题对策，
对于中国马拉松运动的健康发展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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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四线城市马拉松存在的问题

2.1 经济驱动
中国城市马拉松运动蓬勃发展主要源于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由此带
来的精神文化需要提高。但也不能否认一些办赛城市对
于马拉松运动经济利益的过度考量，他们看到了人们经
济生活提高以后对体育文化需求的要求，也看到了城市
马拉松运动对地方经济带来的影响，于是在“体育搭台，
经济唱戏”的理念下，三四线城市马拉松便如雨后春笋，
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不仅如此，有些县级城市也加入
了城市马拉松的大军之中。城市马拉松承办模式主要是
国家体育部门发文、城市承办、企业赞助，兼备商业性
和社会性的双重特征。然而在赛事举办以及经济价值的
驱使下，社会价值慢慢被人们所忽略。由于三四城市马
拉松举办时间较短，赛事的各个方面资金、设施、安全
保障等都存在着不足，出现了重赛事运营、轻跑者体验，
[3-4]
重赛事规模与影响、轻跑者安全等现象 。过度追求
经济利益最大化，使马拉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健
[5]
康发展的轨道，失去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方向 。

2.2 盲目攀比
在办赛规格、规模和办赛形式盲目攀比，不顾自身
实际，造成消化不良的后果。赛事之间互相学习、观摩
本是常有的正常之举，但是一味攀比模仿就会带来严重
的问题。一是在形式上盲目模仿，造成赛事的严重同质
化，失去了自己城市的特色；二是规模上盲目攀比，造
成赛事组织、接待能力不足；三是规格上盲目攀比，造
成技术、管理和指导上的缺失。有的县级市的马拉松赛
会，为了满足规格、规模和形式的完满，重金聘请了多
位外籍选手；动用各种方法大量组织县城职工、居民和
学生参加啦啦队或“陪跑”，结果得不偿失，效果不好。

2.3 经验不足
中国城市马拉松虽然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是三四
线城市大规模的城市马拉松运动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与
国外一百多年的城市马拉松运动历史相比，整体办赛经
[6]
验明显不足 。
一是入场、退场路线设计过于复杂，运动员入场、
退场所需时间太多、费时费力，影响比赛，造成滞留。
二是赛道路口开放时间不合理，造成市民行走不便，有
的地段还有限制经营现象，有些扰民。三是一些特色马
拉松项目缺少有效的保障措施，极容易造成运动伤害。
如高寒地区的冰雪马拉松、高纬度的高原马拉松、路况
不好的山地马拉松都不适合作为城市大众马拉松项目，
因为这些项目需要较好的技术与物质支撑，没有良好的
赛事保证，即使是个人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和保障能力，

也是不适合大众参加的项目。而这些项目大都来自三四
线城市。
更值得思考的是，当记者问及到以上问题发生地的
相关组织者时，他们说：运动员入场和退场路线设计和
赛道途中严格的管控是为了比赛的安全；选择高原、高
寒等特殊环境进行马拉松比赛是为了增加比赛特色。这
就不仅是办赛的经验问题，至少是对大众马拉松运动科
学性认知上的缺失，这也是让人担忧的问题。
城市马拉松运动出现一些问题，应该也是不可避免
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办赛历史较短的国家，特别是三
四线城市更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城市马
拉松运动发展中可以理解的代价。但是，认真正视问题，
仔细分析原因、找到有效的对策才是科学的态度。因为
经验不足不应成该为办赛水平低的借口和理由。

3. 三四线城市马拉松运动发展对策

3.1 发挥政府主导
第一，政府主导，提高认识。城市马拉松是一个巨
大的系统工程，政府要把马拉松这个系统工程很好融入
政府整体工作之中。要站在健康中国的角度，研究城市
马拉松运动的规律，要站在城市两个文明建设的角度研
究组织城市马拉松运动，要从城市马拉松运动的经济效
益、文化效益、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全面发展的
整体性上去考虑城市马拉松运动的定位。由此，把城市
马拉松运动转化成为城市人民两个文明成果展示的盛
会；成为城市经济、政治、文化整体发展的盛会；成为
市民欢乐的节日。
第二，广泛借鉴，打造特色。发挥三四线城市后发
优势，借鉴大城市成功经验，形成差异化相对优势，蕴
育自己特有的城市马拉松文化样态。整合地域、气候、
文化、传统、饮食、人文等要素做足做好“特”字文章。

3.2 强化社会优势
在政府协调性下，强化民间马拉松运动优势，形成
城市马拉松运动主体队伍。
第一，发挥民间“跑团”作用，形成优势的城市马
拉松运动主体。一般来说“跑团”是城市马拉松运动的
基础组织形式，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运动基础，一般能
反映这个城市的马拉松运动状态和水平。在这个过程中
会形成他们自己的专业带头人，成为城市马拉松的骨干
和技术力量。政府可以通过优秀跑团评比和优秀教练员
的评比等形式，促进“跑团”发展，促进城市马拉松运
动发展。
第二，促进企事业单位的马拉松文化形成。一是通
过政府部门对参与马拉松活动好的单位，给予表彰或奖
励；二是促进城市马拉松运动与企业产品相结合，实现
[7]
城市马拉松与企事业文化的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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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奠定学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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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基地。
第三，提高学生的马拉松运动素养，培养马拉松运
动后备队伍。马拉松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活动，还对学
生的生活态度、精神品质有很大的影响。学生参与马拉
松训练直接促进了城市马拉松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也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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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会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三四线城市马拉松运动中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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