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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当初“中签”北马，单今略仍激
动不已。作为一名从今年才开始参加马拉松
比赛的新手，能够获得参加北京马拉松的机
会，并非易事。9月16日这天，数万名像单今
略这样的跑步爱好者以及专业运动员，汇聚
北京，从天安门出发，奔向中国体育的地标
之一——“鸟巢”和“水立方”。

自 2015 年取消半程马拉松以来，北京马
拉松成为国内首个纯全马赛事。然而，赛事
报名人数持续走高。今年，有 111793 名跑者
报名参赛，“中签”堪比“中奖”。

而今，跨越历史与现实的42.195公里，已
经成为无数跑友心中神圣的“国家马拉松”。
38 岁的北马，也在见证着更多中国人奔向幸
福、跑向健康。

国际标准

20 年前的 1998 年，北京马拉松首次开放
大众选手报名，并增设了半程马拉松、10 公
里跑和迷你马拉松项目。“北马第一次面向普
通跑者开放时，还需要单位工会等组织人参
加。”回忆北马的历史，本届北马跑者、媒体
人汪涌说。

20 年后，北京马拉松已成为 10 万人竞逐

的金牌赛事，选手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根
据北马组委会统计，今年全部报名选手中，
有过全马完赛经历的A类选手约占68%，中签
率约为 36.5%；拥有半马完赛经历的 B类选手
约占 32%，中签率约为 10.4%。如今，北京马
拉松的参赛名额开始更多地向高水平跑者倾
斜，比赛的专业性与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从国内首批国际田联“金标”赛事，到
首个纯全马赛事，北京马拉松已成为名副其
实的“国家马拉松”。无论是在赛事组织和服
务、选手体验等方面，都成为具备国际化标
准的精品赛事，对国内其他马拉松赛事起到
引领和示范作用。

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王楠说，每当开赛
前国歌响起，3万人齐声高唱的场景让人热泪
盈眶，站在天安门广场，跑过长安街，强烈
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从心理情感价值层
面，北京马拉松已成为跑者心神向往的荣誉
殿堂。

创新发展

在今年的北马比赛中，来自北京大学民
航总医院的王昆在奔跑中遇到了一位躺在地
上的跑者。经过问诊，王昆发现这名跑者出

现了左腿肌肉痉挛的症状。作为医师跑者，
王昆迅速对跑者进行拉伸，并招呼身边的志
愿者从补给站带来运动饮料。

一个成熟的马拉松离不开多方的参与。
从充分的赛道服务，到及时的医疗急救，北
马都以高标准来筹备和实施。今年，有 7300
名志愿者服务于北马，成为国内马拉松赛事
之最。为了创建专业的志愿服务团队，北马
还推出了“志愿+”服务体系，创建北马志愿
大家庭，让所有志愿者能长期和北京马拉松
保持紧密联系。

在赛事的安全与专业性方面，北马也在

引领创新。近年来，在多地的马拉松赛场上
出现了替跑、蹭跑等现象，极大影响了赛事
的公正和公平。去年，北京马拉松也曾出现
多人使用同一张号码“套牌”参赛的事件。
为此，今年的北马首次采用防作弊手环，作
为检录、参赛凭证，直至完赛后才可取下，
有效降低了替跑、蹭跑和“套牌”的可能
性。

如今，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北京马拉
松正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从细节
的完善与创新的举措中，人们看到了“国
家马拉松”和“金标”赛事的自省与自觉。

北京马拉松:

超越42.195公里的影响力
本报记者 刘 峣

1981 年，北京国际马拉
松赛成为经国际田联批准、由
中国田径协会举办的我国首个
城市马拉松赛事。首届北马共
有86名选手报名参赛。

1989 年，首次设立女子
全程马拉松项目，有19名女
选手参加，前十名中有6位中
国选手，最好成绩为 2 小时
31分32秒。

1990 年，中国选手黎叶
梅以2小时32分14秒的成绩
摘得女子组冠军，这也是北马
10年来第一次有中国选手赢
得冠军。

1994 年，中国选手大爆
发，男子方面，胡刚军以2小
时10分56秒夺得冠军，女子
方面则有王军霞夺冠。

1998 年，开放大众选手
报名，增设了半程马拉松、
10 公里跑和迷你马拉松项
目，参赛人数超过了万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
举办让全民健身形成热潮。随
着北京马拉松运作日益成熟，
在国内外影响力与日俱增，赛
事经国际田联批准正式获得国
际田联金标赛事称号，加上中
国田径协会金牌赛事称号，北
马成为“双金”赛事。

2010年，“三十而立”的
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正式与国际
接 轨 ， 更 名 为 “ 北 京 马 拉
松”，并设计了全新的识别体
系。

2013 年，为所有参加全
程马拉松的选手提供感应计时
服务，实现了净计时。埃塞俄
比亚的男子运动员托拉·沃尔
德格贝里尔以2小时7分16秒
的成绩打破了尘封 27年的赛
会纪录。

2014 年，首次增加选手
“预报名”环节，从此进入
“抽签时代”。

2015 年，取消半程马拉
松项目，仅设全程马拉松，成
为国内首个纯全马赛事。

随着马拉松赛事的井喷，中国的马拉
松赛事正在进入增量与提质并举的时刻。

去年，全国各地共举办马拉松比赛
1102场，涵盖31个省，234个城市。与
此同时，今年7月，广州马拉松、杭州马
拉松、深圳马拉松获得国际田联的认
证。至此，我国大陆地区已经拥有国际

田联认证的8个金标和4个银标马拉松赛
事。

赛事的升级，也带动了马拉松产业
的成长。数据显示，去年中国马拉松参
与人数达到近 500 万人次，年度产业总
规模达 700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20%。

今年的北京马拉松结束后，很多跑友在微博和微信上给毛大庆发来了
“感谢信”。

49岁的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是本届北马的收尾工作人员，也叫“关
门兔”。对参赛跑者而言，只有跑在“关门兔”之前，才能按时完赛。

“‘关门兔’和其他的领跑员不太一样，我们要保证更多的跑友安全
和顺利地抵达终点。”这是毛大庆连续第三次担任北马“关门兔”。他说，3
年的时间，越来越懂得这个角色的意义。

需要收尾工作人员关照的跑者，很多是第一次跑全马，无论对身体还
是赛道状况都不熟悉，要想在关门时间内完赛难度不小。除了领跑之外，

“关门兔”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鼓励和“煽动”跑友，帮助他们抵达终点。
“有时候差10秒、8秒，就是完赛和没完赛的区别。因此，我们要给跑

友一个稳定和准确的时间，同时还要给点儿压力。”
比赛中，毛大庆一直跑在队伍的最后，不时喊叫着身边的跑友，告诉

他们下一个计时点在哪里、用什么配速来跑，以“最极致的时间”带动更
多的跑者。

有个年轻的跑者，打算用跑马拉松的方式求婚。他随身带着与女友的
合照，跟随毛大庆跑了 30多公里，最终抵达了“鸟巢”。看到众多跑友发
来的感谢，毛大庆觉得，“关门兔”是被别人需要的人，虽然辛苦，但特别
有成就感。

要做收尾的“关门兔”，意味着放弃了取得好成绩的机会。毛大庆说，
“关门兔”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比赛的质量。北马抽签这么难，很多
人“中签”像得了大奖，他希望帮助更多人实现梦想，让大家更爱北马。

“服务大家远比跑出PB（个人最好成绩） 有意义。”
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毛大庆的跑步故事激励了很多人。2013 年，

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的毛大庆“被迫”开始跑步。从5公里、10公里，到
半马、全马，跑步之路伴随着创业之路，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跑过了88个
全马。

“其实跑步并不是一件多了不得的事情，它已经成了我的生活方式。”
毛大庆说，希望在明年 5月回到自己的首马所在地布拉格，在那里完成第
100场马拉松。

第二次参加北马就跑出了PB （个人最好
成绩），张增琪相当满意。

“去年跑完比赛时腿抽筋、酸痛。今年就
没有任何感觉了，再跑 10 公里也没问题。”
他说。

25 岁的张增琪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医
生，虽然今年刚工作，但他从2016年就开始
参加马拉松比赛，如今已经有30多场全马的
经验。

“虽然现在一年有上百场马拉松比赛，但

是跑在长安街上的激动和澎湃是不可取代
的，在北马跑一场比在二三线城市跑10场的
比赛的成就感都要强。”

张增琪是北京医师跑团的成员，这次
北马虽然没有以医师跑者的身份参赛，但
他还是穿上了跑团的“团服”。他觉得，作
为医师跑者的责任感还在。这次北马，北
京医师跑团的 80 名医师跑者和 40 名赛道补
给志愿者处理受伤跑友超过 400 人次。

“如果在赛道上遇到跑友发生紧急情况，
我一定会放弃比赛去按摩、救助。”一谈起跑
马拉松需要注意的事项，张增琪便打开了话
匣子——赛前赛后的饮食、比赛期间的补
给、比赛之后的放松和休息……每一条都有
科学理论做支撑。

在医院工作压力不小，跑步便成了张增
琪的减压方式。不上夜班的时候，他每早都
要跑上8公里，周末要跑15公里，“到了上瘾
的状态”。

“跑步能够放松心情，释放多巴胺，工作
和生活中的烦恼都没有了，跑完之后特别舒
畅。”张增琪说。

“下周去崇礼马拉松做医师跑者，10 月
中旬参加唐山马拉松，11月参加上海马拉松
……”掰着手指头，张增琪的马拉松日程表
已经排得满满当当。

从2010年起，风11就开始用镜头记录北
京马拉松。他说，从照片可以看出北马恢弘
大气和精致细腻的一面。

相比于他的本名刘欢，跑友更喜欢叫他
的网名——风 11。在跑圈中，流传着“没有
被风11拍过，就相当于没跑过马拉松”的说
法。能够得到风11拍摄的照片，是很多马拉
松跑者的愿望。

今年是风11第四次跑北马，在开跑之前，他
又习惯性地用相机拍摄下起跑的盛况。

“3 万人齐声在天安门广场高唱国歌时，
那种震撼、兴奋、喜悦之情无以言表。长达
数十米的喷雾站和沿途不计其数的医务志愿
者，起点入场和完赛离场的设计流畅，这些
都让我印象深刻。”风 11说，经过 38年的发
展，北马的定位、规模、运营都达到了一定
水准。很多跑者都把从天安门到“鸟巢”的
赛道视作“朝圣”之路。

拍摄马拉松多年，风11的镜头中留下了
无数跑者的身影。“随着马拉松参与度的大幅
度提升，更多的优秀跑者加入了这个队伍，马
拉松让他们更强大、更自信。”风11说。

什么样的跑者会受到摄影师的青睐？风
11表示，自己更愿意捕捉跑者认真跑步、真
实拼搏的一刻。过去北马中穿“奇装异服”的

选手还比较多，但今年已经很少了。“越来越多
的跑者选择严肃参赛，关注自己成绩的提升，
整体素质一直在提高。中国的跑者和跑团都在
逐渐走向成熟。”

“只要认真奔跑，我一定可以把最好的状
态捕捉下来。”风 11 说，希望给每一位普通
跑者留下一张奥运级别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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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11：为跑友留下奥运级别照片风11：为跑友留下奥运级别照片

张增琪：医师跑者的自我修养

北马故事汇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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