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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

对于跑者来说，跑步不仅是健身，更是生活本
身。约跑、夜跑等新词汇诠释出新流行的生活方式，
而参加马拉松更会大大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个体
生活方式的变化，最终必将对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产
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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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赛

据统计，2016年田协注册的赛事中，特色赛的数
量超过百场，接近总数的 1/3。其中有围绕“一带一
路”、红色之旅等背景的赛事，有以冰雪、戈壁、沙漠
等自然风光为主题的赛事，还有彩色跑、泥泞跑、越
野跑等趣味赛事。马拉松特色赛事以其独特的魅力，
吸引着跑者的青睐。

旅游

马拉松和旅游相伴相生，密不可分。随着比赛日
的邻近，整个城市都整装待发，迎接属于他们的盛大
节日。跑者用双脚去丈量一段路，用五官去感受一座
城，通过马拉松旅游的方式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数
据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参赛者最
多，高端跑者甚至去美国、澳大利亚、非洲参与马拉
松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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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马拉松赛事是城市综合性大型赛事，考验主办方
乃至城市的综合能力。越来越多的跑者已经把服务水
平作为评判一场马拉松好坏的重要指标，办赛方也在
全力提升自己的办赛水平，争取为跑者提供更周到细
致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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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训练

马拉松向社会传递科学的健身理念。随着协会、
赛事组织方、媒体、跑团及社会各界对科学健身的正
确引导，健康跑步、科学训练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中国马拉松赛事已逐渐建立起一套参赛者健康保障体
系。2016年，相当一部分马拉松赛事举办了官方训练
营，为跑者提供个性化的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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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额

几年前，马拉松比赛还需要拉人参加，但近年
来，知名马拉松赛事一票难求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
遍，摇号中签已经成为跑马的标配。赛事名额的紧缺
成为当下马拉松产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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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以爱为名，为爱奔跑，公益已经融入了马拉松。
各大赛事中出现更多公益名额，以公益为主题的跑步
活动也越来越多，为马拉松文化注入了更多的社会责
任和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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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

“全民”一词代表着马拉松的火热程度，代表了马
拉松的包容、开放、多元，也代表着“健康中国”的
发展与成就。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马拉松赛事
中，有正值壮年的跑者，有高龄的退休跑者，甚至还
有残障人士的参与。马拉松正在打造一场属于全民的
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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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团

跑团是跑者的精神家园，是连接跑者与社会的枢
纽。全国跑团超过12万个，在跑团中，志同道合的人
们用跑马这种独特的方式为社会带来积极向上的正能
量。跑团的良性发展，对于中国马拉松事业的发展，
具有积极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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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健康，是马拉松运动的首要价值。跑步，是为了
身体与心灵的超越。马拉松的蓬勃发展，反映了中国
从温饱到小康的发展道路。作为群众参与度最高的体
育活动，跑步为健康中国提供了一道坚实的支撑。

（十大热词由人民体育联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共同
评出）

经历了过去一年的“野蛮生长”，
中国马拉松新年再出发。

伴随着全民健身的深入开展和赛事
审批权放开，马拉松在中国业已成为一
种生活方式。赛季井喷、产业成长，跑
团雨后春笋、跑者与日俱增……马拉松
运动释放出巨大潜力。

近日，由中国田径协会、人民网主
办，人民体育承办的“2017中国马拉松
产业风云会”在京举行。风云会以“中
国马拉松产业健康发展之路”为主题，
来自主管部门、学界、业界的相关人士
与普通跑者一道，共同探讨中国马拉松
产业的未来发展。

数量还不够 产业现雏形

“2016 年在中国田协注册的马拉松
及相关运动赛事达到 328场，其中与中
国田协共同主办赛事 122场，参赛人次
超过 280万，再创历史新高。赛事覆盖
除了西藏之外的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
和直辖市的 133 个城市。”国家体育总
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田协副
主席杜兆才说。

尽管马拉松赛事数量井喷，但业内
人士认为，这还远远不够。“美国一年
有上千场比赛，日本一年有 600 至 800
场。而中国有67%的人在进行跑步或徒
步运动。”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
中心副主任、中国田协副主席王大卫认
为，中国马拉松的火爆不是虚火，而是
人民真正有参与的需求。

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办公室主任水
涛举例说，去年四川成都首次举办了女
子马拉松，既有全程、半程，也有 10公里
比赛，但 3 个赛事对一个城市而言还远
远不够。从区里到市里，不同区域都搞马
拉松比赛，这一现象应成为常态。

谈及马拉松产业的发展，杜兆才指
出，马拉松赛事已形成政府引导、社会
参与、市场运作的良性发展模式，构建
起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方式多样化、
运作方式市场化的新机制。跑步人群的
庞大增长带动城市体育、旅游、交通、
零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王大卫表示，马拉松产业包含了马
拉松、路跑等周边相关产业，目前马拉
松产业链已经有了雏形，生产出不同种
类的跑步赛事产品，给跑者提供不同的
服务需求。

就马拉松产业链的发展，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
中心主任鲍明晓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认
为，要进一步扩大参加跑步的人群数量

和质量。同时，马拉松相关组织的运营
和管理要进一步专业化和精细化。

鲍明晓认为，马拉松产业的发展，
一定要以移动互联技术为支撑。按照体
验经济、共享经济的理念，以场景革命
的理论为支撑，拓展产业链和生态圈。

打造精品赛 城市建品牌

虽然数量上水涨船高，但马拉松赛
事的质量仍良莠不齐。部分赛事组织不
规范、市场化运作水平低、服务不到
位，引发跑者吐槽连连。

对此，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办公室
主任水涛表示，“精品马拉松赛事”应
具备达到标准、具有特色、赛制稳定、
服务选手4个标准。

就赛事组织，水涛表示，中国田径
协会参照国际田联的竞赛规则，制定了
中国马拉松赛事管理规定、赛事组织标
准等 15 项行业性政策和引领标准规
定。从赛道的选择、赛道的宽度，包括
饮水站、用水站，医疗点都有明确的规
定。

“赛事精品不只是高大上。不管是
首都的马拉松，还是腾冲某个乡镇的马
拉松，不论大小，只要作出文化特色就
能打造精品。”水涛说，精品赛事也要
相对稳定、梳理品牌。例如有些马拉松
比赛，一年一个赛道、一年一个区，办
了10年依旧难以叫响品牌。

从事马拉松产业多年的中迹体育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司书健认为，跑者的满
意度是衡量赛事品牌成功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要探讨如何让市民由观看者
变成参与者，最后变为跑者。

北京行知探索赛事管理公司总经理
刘洋谈及敦煌马拉松时表示，公司曾和
当地政府反复沟通，建议半程一定要跑
到象征爱情的月牙泉，全程一定要跑到
莫高窟的九层楼下。颁奖仪式不要背景
板，以凸显莫高窟的标志建筑。“要把城
市中最亮的东西、最需要向世界展示的
东西拿出来，通过跑者的参与去分享。”

“日本的马拉松体现出和谐交往的
风格，互动性很强；德国的马拉松‘很欧
洲’，整条路上鼓声阵阵；美国的马拉松
比较豪放，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第二
年提出了‘波士顿挺住’的口号，通过马
拉松重建城市的信心。”盈方体育传媒

（中国）有限公司时尚体育与耐力运动总
监吴洪涛，比较了各国马拉松的不同特
点，他认为，不同的马拉松文化给赛事和
城市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赛事审批的“解绑”，让马拉松赛

事如“脱缰野马”般飞速发展，但问题
同样不少。“当整个社会进步到一个很
成熟的阶段，赛事的管理、服务水平自
然会很高。但如果赛事需求提前了，社会
管理滞后或不匹配，就会出现问题。”人
民日报体育部主任李中文认为，马拉松
赛事需要匹配太多的社会资源，也需要
很多的公共服务，只有政府层面才能协
调好如此多的资源。总体来看，发展中出
现的问题可以用发展的思路解决。

科学化训练 为健康奔跑

据杜兆才介绍，中国的马拉松跑步
人口迅猛增长，常年参与跑团活动的总
人次超过 1000 万。跑团，成为跑者集
聚、交流、互助的重要平台，让越来越
多的人动起来、跑起来。但跑团如何更
专业化、精细化地运营，是未来要思考
的问题。

人民 i 跑团领队赵岍介绍，跑团基
于“三公里怡情、五公里健身、十公里
陶醉”的口号，不单纯追求成绩，而是
通过跑团的平台，鼓励参与、迈开步
子、勇于突破、成就梦想。赵岍认为，
跑团虽多，但真正有特色、有属性、有
标签、有品牌意识的跑团极少。

医师跑者是马拉松比赛中特殊的存
在。北京医师跑负责人、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医生朱希山说，北京医师跑团在
2016 年共有超过 1000 余人次参加了 18
场马拉松，直接受益的跑友包括受损
伤、受创伤等 200 余人次。“此外，我
们 还 编 写 了 《中 国 医 师 跑 者 行 为 指
南》，涉及急救的方法、医师跑者的配

备、常见创伤的处理以及损伤现象的诊
断和鉴别等。”

很多刚刚“入行”的跑者，对于如
何训练和比赛、怎样通过马拉松强健体
魄仍一知半解。去年，多场马拉松比赛
出现参赛者猝死的悲剧，令人扼腕。

据杜兆才介绍，中国田径协会将与
上海体育学院合作成立中国马拉松学
院。通过马拉松学院路跑指导员项目，
建立起跑步教练的体系，指导人们更科
学更健康地奔跑，最大程度地降低跑步
风险，提高人们的健康观念。

前奥运冠军、王者传奇体育文化有
限公司创始人王丽萍表示，制定科学的
训练计划极为重要。她说，有的跑友一
年跑了 20 个全马，相当于一个月跑两
次全马，这种强度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
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此并不可取。

北京晚报深度报道部主任陈远丁回
顾了自己的跑马历史。“每一年都有不
同的进步、突破。每一次成绩的提高，
都会激励自己。”陈远丁认为，跑步不
能急于求成，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要
逐渐克服心理的障碍和魔咒。

悦跑圈联合创始人齐宇表示，有的
人为了在跑团里的排名，每天都过量跑
步，或是寻找替跑、造假数据，这是违背
体育和跑步精神的。“跑步需要克制和理
性，要去学会更健康、更科学地跑步。”

“有的人有了名额但没有时间，有
的人想去跑又没有名额，这就出现了替
跑的问题。”针对马拉松比赛中的替跑
行为，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周刊总编
辑刘桂明表示，应当在管理中建立一套
机制，杜绝、避免、惩罚替跑现象。

数量井喷数量井喷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 问题待解问题待解

中国马拉松中国马拉松 新年健康跑新年健康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峣峣

近年来，各式各样的马拉松比赛在中
国风起云涌，成为全民健身的主要项目。
但是，从历史源流看，马拉松跑虽然不源
自中国，但中国古人对于跑步特别是长跑
十分热衷。“夸父追日”的神话、文学名著

《水浒传》中日行800里的神行太保戴宗，
都能看出中国古人对长跑文化的推崇。

作为一项竞技运动，中国古代马拉
松跑的雏形可以追述到西周周成王时期

（公元前1132年——前1083年），这比公
元前 490年希腊的“飞毛腿”菲迪波德斯
从马拉松镇跑向雅典早了500多年。

据西周“令鼎”铭文记载，某日，周成
王率领众臣与奴隶到野外进行春种，在
返回王宫途中，周成王对马车旁边侍奉
的随从“令”和“奋”说，如果他们能够随
着飞奔的马车一同跑回宫中，就会得到
他特别的赏赐。接着，周成王命令驭手驱
马快速飞奔，“令”和“奋”紧紧跟上，一直
到了王宫。周成王如约赏赐了他们，“令”
用这笔钱铸了一个鼎，并把事情经过铭
铸在鼎上。两人之所以赢得这场比赛的

胜利，与平时刻苦的跑步训练分不开。
而作为一项正式的体育运动，中国

和马拉松跑类似的长跑运动出现在元
代。当时蒙古贵族中开展的“贵由赤”运
动，比马拉松正式进入奥运会的 1896年
早了600多年。

“贵由赤”来源于蒙古语，就是快步行
走者的意思。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在其《南村
辍耕录》中，对这种比赛进行了专门记载，
有“每岁一试之，名曰放走”之句。这个比赛
在元朝的大都（今北京）周边或者京杭大运
河两旁的多个骤道之间展开，在距离上是
标准马拉松运动的两倍多。为了避免日光
照射，元朝的长跑比赛一般都是在凌晨3
点开始到早晨9点结束，延续6小时左右。

尽管是在清爽的清晨比赛，免遭了中
午的暴日酷晒，但由于跑步比赛距离遥远
且有时间限制，要想轻易赢得比赛胜利也
并不简单。因此，比赛在途中会提供专门
的食物、饮水等，并且会按照距离级别设
置一定的物质奖励，例如赐银、赐缎匹等，
可谓是中国古代跑步运动的一个极端。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的跑步特别是长
跑运动，从功用看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强身
健体的体育休闲活动，而是背负了很多社
会功能和现实目的。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
出于对士兵奔跑能力的强调而开展的长
跑军事训练，还是汉朝出现的军队军事信
息、情报的传递和民间各种个人信息的传
递，“走及奔马、马驰不及”的跑步者开始
担负着由军到民的方方面面的紧急信息
传达，极大促进了人们的信息交流。

如今，当现代通信设备的发展逐渐
代替了人工传信后，长跑更多地作为强
身健体的运动而存在，其彰显的耐力训
练、坚持不懈精神更需要我们传承。特别
是在青年人的素质培养中，心志和体魄
上的吃苦耐劳应该成为一项最基本的素
质，而长跑的那份坚持精神，正是我们急
需继承的文化基因，因为这也是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长盛不衰的密码。

左图：1 月 1 日，丝绸之路冰雪马
拉松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

胡虎虎摄 （新华社发）

2016年中国马拉松

十大热词

中国人自古爱长跑
彭训文

马拉松产业风云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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