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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二届成都洛带·HAKKA50简明活动手册 
 

一、活动组成、出发时间 

整体活动的组成和时间如下： 

 

 亲子组森林户外跑：活动时间 12月 18日（周六上午）。 

 成人组森林户外跑：分为 YLW、HYLW和 QYLW 三个组别，活动时间为 12月

19日（周日）。 

 “自然是我们的好朋友”研学：活动时间为 12月 18 日（周六）下午，将

有重磅“神秘嘉宾”带来“自然界的角色”艺术实验给小朋友们体验。 

 传统体育有奖互动：现场将设立包括跳房子、等传统体育项目，活动时间

为 12月 18日（周六）和 12月 19日（周日）。 

 客家长桌宴：现场还有客家文化表演以及提供客家长桌宴享受，活动时间

为 12月 18日（周六）和 12月 19日（周日）。 

 征文、摄影和短视频大赛：在活动后会展开活动的征文、摄影和短视频大

赛，并且为参与者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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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森林户外跑赛道图、组别、补给站和补给说明 

 

赛道图 

2.1  YLW 组 

 出发时间：19日（周日）7点 30分。 

 关门时间：12小时。 

 距离：58.52公里。 

 累积爬升：1571米。 

 领包时间 18日（周六）14点~20点 ，检录时间 19 日（周日）6点 30分，

本组别不支持周日早上领包。 

 

 
YLW 海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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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HYLW 组 

 出发时间：12月 19 日（周日）8点 30分。 

 关门时间：8小时。 

 距离：29.75公里。 

 累积爬升：710米。 

 领包时间 18日（周六）14点~20点和 19 日（周日）7点到 8点，检录时间

19日（周日）7点 30分。 

 

 
HYLW 海拔图 

2.3  QYLW 组 

 出发时间：12月 19 日（周日）8点 30分。 

 关门时间：5小时。 

 距离：17.11公里。 

 累积爬升：515米。 

 领包时间 18日（周六）14点~20点和 19 日（周日）7点到 8点，检录时间

19日（周日）7点 30分。 

 

 
HYLW 海拔图 

2.4  亲子组 

 出发时间：12月 18 日（周六）9点 30分。 

 关门时间：4小时。 

 距离：8.5公里。 

 累积爬升：318米。 

 领包时间 18日（周六）7点 30 分~9点 ，检录时间 18 日（周六）9点，亲

子组活动在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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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组海拔图 

2.5  补给站说明 

 
注：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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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赛号查询、领包流程 

3.1  参赛号查询 

输入网址 http://www.cd100k.com/，进入周末享跑官方网站，在首页查询及下载中的报名

查询部分输入参赛者姓名和本人身份证即可查询，或者可以识别下方二维码，亲子组需输

入娃娃本人的身份证及姓名！ 

 
 

注：若您的报名状态异常，可短信联系组委会了解详情！ 

短信格式为组别+姓名+问题。 

联系电话：138 0807 2442 

组委会查清问题后，将短信或致电大家。 

3.2  领包流程 

活动参与者按照组别对应时间在起终点凭身份证亲自（亲子组为家长）领取号码布和其他物

品，领取流程如下： 

1）防疫检查； 

2）核对身份； 

3）检查强制装备； 

4）缴纳押金领取 GPS（YLW 和 HYLW 组）； 

5）领取号码布、身份手环和参赛包； 

四、号码布、路标、跟踪器、CP点和 SP点 

4.1  号码布和路标 

    本次活动采用了分色号码布的设计方式，YLW、HYLW 和 QHLW 的号码布的颜色和路标颜

色是完全对应的，亲子组采用了红色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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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跟踪器 

    本次活动将为 YLW 和 QYLW 组选手提供优途的跟踪器，选手必须保持全程携带并且按照

要求开机。 

4.3  CP和 SP点设置 

    本次活动的 CP 点和 SP 点信息如下，其中 CP 点需要打卡，并且设置了关门时间；SP

点不需要打卡不关门，请通过时候主动和志愿者打卡计时。 

 

五、强制装备 

    活动参与者必须全程携带强制装备，组委会活动检录时进行检查，强制装备不完整者不

得参加活动；组委会还将在各个补给点以及活动线路上不定点对活动参与者进行强制装备抽

查，一旦发现强制装备不完整者立即要求退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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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赛包、现场存包和更衣 

6.1  参赛包 

 YLW、HYLW、QYLW 组参赛包：速干定制短袖 T*1、拉绳包*1、定制徽章*1、

号码布（一大一小），其中 YLW和 HYLW组选手需要领取 GPS跟踪器。 

 亲子组参赛包：速干定制短袖 T *2（亲子装一大一小，价值￥299）、拉绳

包*1、定制徽章*1、号码布（二大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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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现场存包 

    活动起终点现场有寄存帐篷；如需要寄存，请将小号码布贴在要寄存的包上，交给现

场负责寄存的工作人员。 

6.3  更衣 

    现场有设施完善的大型公共厕所，不单独设立更衣区域。 

七、完赛奖励 

 YLW、HYLW 和 QYLW 所有完赛选手将获得定制软壳完赛服、奖牌和证书。 

 亲子组所有完赛选手将获得奖牌和证书。 

 各个组别男女前三名以及亲子组前六名（不分男女和年龄）将获得赛事奖杯。 

八、起终点位置、交通和停车、现场布置图 

8.1  起终点位置 

    本次活动的起终点为洛带古镇甑子场。 

 

8.2  交通和停车 

 本次 HAKKA50 不设摆渡大巴，选手可自驾或乘坐地铁 4号线至西河站（B口

出地铁换乘 219路公交车）到达洛带古镇，定位甑子场即可达到起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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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驾选手停车可以选择洛带古镇 2号停车场（停车费请自理）。 

 

8.3  现场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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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防疫 

    请活动参与者申请天府健康码，并且确保该健康码为绿色，确保赛前 14 天

未去过中高风险地区；现场将检验天府健康码和国务院通信行程码，如果天府健

康码为黄色、红色或者通信行程码带星号则不允许领取参赛物品，不允许参赛。 

十、森林防火 

    赛道经过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区域，区域内植被茂盛，请勿携带火种进

山，否则引发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十一、个人身体状况和保险 

    森林户外跑是一项大强度长距离的竞技运动，也是一项高风险的竞技项

目，对活动参与者身体状况有较高的要求，活动参与者应身体健康，有长期参

加跑步锻炼的基础，有以下疾病患者不宜参加活动： 

   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 

   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患者； 

   心肌炎和其它心脏病患者； 

   冠状动脉病患者和严重心律不齐者； 

   血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患者； 

   活动日前两周以内患感冒； 

   其他不适合运动的疾病患者； 

 

    组委会强烈建议所有组别参加者去相应医疗机构进行健康体检，活动组委

会已经为活动购买公共责任险并且赠送活动参与者一份人身意外保险，但仍建

议活动参与者自行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十二、其他 

12.1  长桌宴 

    长桌宴设置于赛事起终点的附近的洛带文化站内，现场将设立引导牌，选

手和家属凭手环参与。 

12.2  自然是我们好朋友-研学活动 

    著名人文地理作家、《成都河流故事》主编华桦老师将给亲子组小朋友带

来一场 90分钟的趣味体验，包括： 

    -《清流讲堂》小型讲座（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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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嘉宾带你认识身边的河流、山川、族群 

 为什么说成都平原是几千年的“天府之国”？ 

 你知道成都哪些河流、山川的名称？ 

 你了解四川有哪些自然界的“NO1”？ 

 洛带的客家，为什么有那么多秘密？ 

    -大自然名字中的故事（30分钟）   

 自然的秘密藏在名字中 

 你知道“自然名” 

 给自己取一个“自然名” 

 寻找你的朋友分享自然名故事 

    “未来的森林”无实物小剧场 （20-30分钟） 

 在 2070 年，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里，生活着哪些生物：树木、飞鸟、

昆虫…… 

    研学活动将于周六下午 2点在起终点举行，亲子组选手的参赛包中将提供

研学活动的道具，包括一张带号码的纸以及水彩笔，请携带其参加活动。 

 

12.3  其他 

    更多详尽信息请参考公众号“周末享跑”，组委会联系方式：138 0807 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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