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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竞渡为观众们带来了视觉享受。

龙舟赛期间，岸上是人山人海，涵盖老中青

少各年龄段，折射出龙舟运动在遂宁广泛而

深厚的群众基础。除人气爆棚之外，本届比

赛也呈现出多重新意。

启示一：以人民为中心，把体育赛事办

成民心工程。龙舟赛期间，除必要的交通疏

导和安全保障外，赛区完全公开化，不论是

比赛区域的选择，还是户外大屏的设置，其

目的就是让群众更便捷、更近距离观看比

赛，把本次比赛办成全民参与的体育惠民活

动，造福于民的民心工程。

启示二：以比赛为平台，队伍间交流互

鉴提升竞技水平。在参赛队伍方面，本届龙

舟赛有首次参赛的队伍，也有受邀参赛的全

国强手。“本届龙舟赛本地队伍、国家级队伍

同台较量，加强了我市与各省、市龙舟队的

交流互鉴。”市教体局局长肖霞认为，本次比

赛将促进我市体育文化对外交流，共同打造

文化包容共同体，进一步推动龙舟运动的普

及与竞技水平的提高。

启示三：以融合为手段，全方位多维度

营销城市。本次龙舟赛的宣传营销工作无

疑是一大亮点，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

对大赛进行深度报道，抖音、直播、微信、微

博等新媒体平台不间断推出赛事实况，互为

补充，又恰如其分地宣传了赛事，营销了遂

宁。周到、细致、热情……是嘉宾和运动员

们对赛事服务的切身体会，文明、活力、灵性

……是他们对遂宁城市的真切感受。多维

度的推广宣传，让遂宁的知名度、美誉度得

到了提升。

启示四：以水为文章，彰显遂宁绿色生

态本底。以水为文章，遂宁已向水、城、人相

融合的“西部水都”逐步靠近。这场规模空

前的龙舟赛已落下帷幕，但是它充分体现了

遂宁做活水文章、展现水生态、凸显水文明

的有益探索。本次比赛以“七彩龙舟跃涪

江·绿色遂宁立潮头”为主题，也充分展示了

遂宁绿色发展的生机和活力。遂宁市相关

负责人表示：“通过水上比赛的筹办，可推动

对水环境的净化治理，让政府和市民的环保

意识得到提高。”

启示五：以龙舟赛为契机，推动品牌节

会打造。近年来，遂宁举办了系列节会活

动，但是其本身存在“举办时热闹，落幕了无

痕”的短板。龙舟赛的成功举办有望获得新

的启发：要找到节时与平时的结合点，让节

会效应尽可能地从偶发向常态化、从零散向

品牌化转变。“我市初步计划将连续举办三

届龙舟赛。”据大赛组委会相关人员介绍，以

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办赛观赛条件为

依托，我市计划让龙舟运动不仅是一个应景

的民俗活动，更要成为具有多重带动力的文

化符号和文化体育相结合的节会新名片。

此举意味着，体育产业的发展可获得新的抓

手，进而推动品牌赛事、全民健身、竞技体

育、体育产业融合发展。

启示六：以龙舟文化为助力，凝聚富民

强市磅礴力量。本次龙舟赛弘扬了团结拼

搏、包容并进的龙 舟 文 化 ，发 扬 了 乘 风 破

浪、激流勇进的龙舟精神。组委会表示，通

过此次比赛，牵线搭桥、创造平台，使体育

近距离服务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为遂宁与

各城市在更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发展共赢，

进一步发挥体育服务遂宁经济社会发展的

特有功能。

遂宁将以此次龙舟赛的成功举办为契

机，推动遂宁休闲体育与城市特色相融相

生，推进遂宁市运动休闲城市和体育旅游示

范城市建设，奋力谱写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

济强市新篇章。

做活“水文章”推动休闲体育与城市相融相生
——2019中国龙舟公开赛首战遂宁的经验与启示

4 月 27 日 -28 日，“高新区·
健坤国际杯”2019 年中国龙舟公

开赛（四川·遂宁站）在我市观音

湖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省、市

的 27 支龙舟竞技队伍挥桨竞渡，

为市民奉献了一场视觉盛宴。

此次大赛是今年中国龙舟公

开赛的首个站点，是 30 年后龙舟

赛重返遂宁。市委宣传部、市教

育和体育局、市广播电视台等承

办单位科学部署、精心筹备、强

化协作、周密安排、全力以赴，让

这场群众体育赛事极具观赏性、

竞技性和互动性，同时又将赛事

活动与遂宁城市营销、全民健

身、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既传承

了中国民俗文化，又提升了城市

形象。

湖面上，以锣鼓为号，以湖水为舞台，运

动员们演绎着中流击楫的奋斗精神。河岸

上，龙舟每经过一处，加油声、欢呼声响成一

片，现场一片欢腾！

本次龙舟赛共吸引 27 支队伍参赛，参赛

运动员达 600 余人。赛事共设甲 A、甲 B 两个

组别，甲 A 组设置 22 人龙舟 200 米、500 米直

道赛，3000 米环标赛等三个项目；甲 B 组设置

12 人龙舟 200 米、500 米直道赛两个项目。比

赛水面宽阔、流速缓慢，两岸视野开阔，赛道

范围一览无余，方便群众观看。

活动期间，除了激烈的龙舟赛，文艺汇演、

动感水上表演、抢鸭子等一系列衍生活动精彩

呈现。精彩不断的赛事和系列活动吸引了 20余

万群众现场观看同时，遂宁市广播电视台还利

用技术优势，在城市开阔地带布置 6块超大户外

LED屏直播，超 3万人就近观看赛事。赛事也吸

引了各级媒体的目光。新华网、人民网、四川日

报、四川广播电视台、封面传媒等累计推出龙舟

赛相关内容超 300 余篇（条），覆盖人群超千万。

市广播电视台全媒体集群（综合频道、遂宁传媒

网、直播遂宁手机台、直播遂宁微信公众号）、新

华社现场云、新华网体育频道、新华网四川频

道、四川观察、四川网络广播电视台、遂宁新闻

网、遂宁客户端全程进行了视频直播，今日头

条、爱奇艺、优酷、虎牙直播、一直播等各直播平

台累计观看人数突破 450 万。这是遂宁有史以

来现场观看人数最多的文化体育活动。

龙舟赛期间的配套活动也吸引了众多参

与者。在抖音平台开展的“#勒儿是遂宁”抖

音大赛，吸引近百名网红参与，播放次数达

15 万次。“龙舟赛”征文活动，收到市内外征

文 100 余篇。“最美瞬间”摄影活动，收到摄影

爱好者拍摄的精彩瞬间照片 2000 余幅。

此次中国龙舟公开赛是遂宁首次举办国

家级龙舟赛事。配合这场体育盛宴，遂宁量身

定制了 6 道旅游“甜点”和 4 条旅游线路，游客

在观看比赛的同时，还能深度体验城市魅力。

“本次比赛赛事筹备实施具有国家级的

水平，也充分体现了遂宁具备承办国家级龙

舟赛的标准和人文环境，本次大赛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中国龙舟协会常委、本次龙舟赛

的仲裁主任兼技术代表魏伟说，希望遂宁举

办更多的大型赛事来营销城市，让更多人来

到遂宁，感受遂宁的魅力。

作为中国龙舟协会的两大品牌赛事之

一，中国龙舟公开赛为何将 2019 年首站选在

遂宁？这要从这里的水、文化和城说起。

说起龙舟赛，绕不开水。

龙舟比赛需在静水水域，每条航道的宽

度至少 12 米，航道不能有水草、暗礁和其它

障碍物……如此高规格的赛道要求，是对一

座城市治水能力的考量，也是对其绿色发展

理念的检测。

遂宁境内拥有涪江、琼江等 700 余条江河

溪流，在很多人眼中，遂宁是一座被水包围的

城市。而“城市之肺”观音湖，水面宽平、水质

优良、风力适宜，很适合龙舟项目。然而，要

获得办赛资格，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中国龙舟公开赛的首秀，是遂宁十余年

努力的成果。

2007 年，遂宁在全国率先提出绿色发展理

念，树立起了“环境立市、绿色崛起”的发展战

略。自此，鲜明的生态底色在遂宁不断铺陈，

水环境保护工作也在不断加码推进：水生态修

复、水环境治理、入河排污管理、水资源管理

……2018 年，遂宁被列入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建设试点，确定 69 项重点工程，推进水利风景

区建设。如今，中心城区绿地面积增加到 26.2
平方公里，水域面积也扩大至 20 平方公里。

“城在水中、水在城中、城水相依、人水和

谐”，“三山两水夹一城”的遂宁拥有一流的竞

技场，也有绝佳的观赛台。

拥有历史悠久的龙舟文化，也是遂宁抢

得头筹的关键。因涪江水运发达，遂宁汉代

便通舟楫，码头文化在此孕育。千百年来，

水、船和人之间保持着一份特殊的情感，龙舟

就是这条非物质文化的纽带。过去每到端午

节，赛龙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然而，这样的热闹场景已消失了 30 年。

1988 年之后，因安全隐患和生态保护等因素，

龙舟再没能登上涪江。阔别 30 年，龙舟重返

涪江。龙船游江、龙舟速划、抢鸭子……每一

个项目都承载着遂宁人深厚的龙舟情怀。

“今年龙舟赛的重启，充分体现了遂宁对

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涂虹说。

百姓对龙舟赛有期待，政府对办赛也有

激情。

今年市“两会”上，“举办中国龙舟公开

赛”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这是遂宁市发出

的提升全民运动水平的信号。市政府积极向

上争取，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和体育局、市广

播电视台等单位担当作为，对接承办本次大

赛。如何让大赛成为全民活动，更具竞技性

和观赏性？“融合”“创新”成为两个关键词。

大赛组委会及市教育和体育局推动传统

文化传承与体育竞技融合，创新形式，让参赛

者和观赛者在参与和观赏龙舟竞渡的同时还

能欣赏到遂宁本土传统文化展演，让本次大

赛更具看点。

市委外宣办和市广播电视台的加入，为

本次大赛的营销和执行增添了强劲助力。市

广播电视台将本次赛事作为展示我市优秀传

统文化、推动“体育+”融合发展、凝聚干事创

业向心力的综合传播平台，在新闻报道、氛围

营造、宣传推广上下功夫、添措施、创形式，对

外打造“国家级体育赛事最佳承办地”品牌。

天然优良的水域环境，深厚的龙舟文化

底蕴，聚力干事的承办热情，让遂宁成为今年

中国龙舟公开赛的“开桨地”。

龙舟这艘船，开启了遂宁城市发展的新

一轮远航。遂宁，正在以绿色休闲的氛围打

响“体育+”的城市品牌。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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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万观众现场助威
遂宁有史以来现场观看人数最多的文化体育活动

中国龙舟公开赛 2019年首站为何在遂宁举行？
这里的水和文化都藏着故事

龙舟公开赛能为遂宁留下什么？
以龙舟赛为契机推动品牌节会活动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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