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马赛道上的5个D0198

马拉松有多火 背后就有多乱
北马官方成绩公布
女子 5000 多人完赛

俄马拉松运动员
200 多天跑到北京

男子 3 件西装跑马
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吉尼斯世界纪录被公认
为世界纪录的终极权威，在马
拉松比赛中创造和打破它的
选手也是数不胜数。

上周末，来自澳洲悉尼的
一位律师，身穿三件羊毛西装
耗时 2 小时 44 分 29 秒完成
了 42 . 195 公里的全马，同时创
造吉尼斯世界纪录。完成比赛
的一刻，马修·惠特克直言前
半程其实与普通跑马没什么
区别，只是最后的 15-20 公里
时感觉太可怕了，因为衣服太
重了，限制了发挥，所以速度
也减慢了一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便
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马
修·惠特克依旧打破原纪录保
持者乔·埃利奥特所保持的 2
小时 58 分 03 秒的纪录，创造
属于自己的吉尼斯纪录。

组织者举办西装跑马的
意义在于为慈善机构筹集善
款，今年所筹集的金额超过了
150 万美元。 综合

“蹭跑”背后是
马拉松文化的缺失

一张数人佩带同一个号码
布的照片引发了众多人的思
考，“蹭跑者”高调的在正阳门
下合影，并未对这种不道德的
行为有任何羞愧，看似热爱马
拉松赛事，其实是对马拉松和
跑步缺乏敬畏。

相比于其他正式报名参赛
的选手，“蹭跑者”白白享受着
赛事的供给物资，不仅是对规
则的漠视，对于花钱参赛的选
手也极为不公平。

抛开“号码布”事件，很多
马拉松赛事过后，赛道上被吃
剩的补给品，赛道旁花坛里的
垃圾，和“马拉松热”的风潮一
起，值得所有人深思。

无论是“蹭跑”现象还是部
分不尊重赛事的参赛者，其背
后所折射的是马拉松文化的缺
失。我们感慨东京马拉松的竞
赛管理充满人性化，相比之下，
国内马拉松赛事急需文化体系
和修养体系的提升。 综合

如何避免“D0198”们亵渎马拉松精神

马拉松赛事被打造为“名片工程”
2016年，中国境内的马拉松

及相关运动赛事达到328场，赛
事总场次比2011年高出15倍，参
赛总人次高达280万。2015年，举
办马拉松赛的城市有79个，而在
2016年，这个数字暴涨至133个！

马拉松项目的参与门槛相
对较低，而每场比赛动辄上万的
参赛规模，非常有利于地方政府
宣传政绩，甚至将赛事打造成

“名片工程”。
但问题在于，目前热情拥抱

马拉松的很多城市，真具备举办
高水平赛事的能力吗？正因为参
赛规模大、比赛时间长，而且还
涉及到公共交通、安全维护等事
项，会对一座城市的组织能力提
出严苛的要求。所以在各地竞相
新办马拉松赛的整体背景下，一
定会出现滥竽充数或者打肿脸

充胖子的反面教材。
“蹭跑”、“猝死”等现象往往

是跟赛事组织不力有关，比如身
份验证存在漏洞，比如事前的身
体检查和事后的紧急救助都不
够充分。说得不客气一点，很多
地方从政府到选手都只是忙着
凑热闹，却根本没有做好相应的
准备。

凤凰体育

2017 北京马拉松于 9 月
17 日正式鸣枪开跑，来自全
国乃至世界各地的 3 万跑友
齐聚赛道，共同参加此次国
内顶级马拉松赛事，最终
28365 人成功跑完 42 . 195 公
里，顺利拿到北马奖牌和完
赛服。

根据北马成绩证书显
示，2017 北京马拉松完赛人
数为 28365 人，1635 人被关
门，没有完成此次赛事。在成
绩证书中“性别排名”栏显
示，男选手完赛人数为 22819
人，女选手完赛人数为 5546
人，约为男性的 1/4。

随着马拉松赛事的火
热，越来越多的人群加入到
跑步的队伍当中。数据显示，
2015 年国内女性跑者参赛人
次比例达到 23% ，数量超过
30 万人次。女性年龄结构以
8 0 后、9 0 后的年轻女性为
主，20 至 35 岁间的女性跑者
比例占所有女性跑者数量超
过 56%。 腾讯

据俄新社 9 月 19 日消
息，“莫斯科—北京，迎接未
来”马拉松活动运动员于 9
月 19 日完成长跑抵达北京。
马拉松活动运动员亚历山
大·卡佩尔表示，他从莫斯科
跑到北京穿坏 8 双鞋。

卡佩尔于 2017 年 3 月 4
日上午从莫斯科开跑，9 月
29 日上午在北京正式完成长
跑。200 天之内，他跑完 8000
公里，穿越 4 个国家，包括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国和
中国。

他还表示：“我拿着报道
关于自己的中文文章，当地
居民明白了我是谁，从哪里
来，在家里接待我，让我洗澡
并请我喝水。这种普通的沟
通展现出我们国家间存在着
稳固的关系。”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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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马拉松已步入 37 岁，但国际大赛的风范却被一场
“套牌”风波玷污。对于马拉松来说，“蹭跑”只是问题之一，
“替跑”、“接力跑”等不文明行为层出不穷，国内马拉松赛事
乱象还有多少？

22001177北北京京马马拉拉松松赛赛后后，，一一张张三三人人同同穿穿““DD00119988””

号号码码的的合合影影折折射射出出马马拉拉松松赛赛事事火火热热背背后后的的乱乱象象。。

国内马拉松
乱象盘点

★“跑错路”：2016年南京马
拉松赛上，组委会特邀了五
位非洲全马跑者，他们均是
赛事的“第一集团”，但最终
却无缘冠军。原来，领先的
非洲运动员竟在南京玄武
湖跑错了方向，进入了“半
马”赛道。

★“替跑”：2016年12月底进
行的公园半程马拉松北京
公开赛，“替跑”的M229号选
手竟最终夺得男子组冠军，
赛后被多位选手举报。

★“接力跑”：2014年厦门马
拉松出现这神奇的一幕。比
赛开始后，14015号选手是一
名戴墨镜的小个子，但等他
跑到赛中时，一名高个男子
出现，两人穿同样号码。一
小时后，又有第三位佩戴
14015号码布的男子现身。这
个接力三人组最终被取消
成绩，并被禁赛两年。

★“为升学雇枪手参赛”：
2010年厦门马拉松比赛中，
有数十人以“山东省东方中
学”和“山东省济南市体育
工作大队”之名来参赛。后
经组委会证实，这些人都是
受人雇佣来参赛的。

根据有关规定，跑出国
家一级运动员成绩可以免
试上大学，所以，有的替跑
者就当了枪手。

北马蹭跑

揭国内马拉松乱象

今年的北京马拉松(下称“北
马”)刚刚结束，就有负面消息曝
出。号码为D0198的号码布多次被
拍摄到，令人惊奇的是，穿着该号
码布的人竟都是不同的人。至少有
5位参加北京马拉松的跑步爱好者
都穿的是该号码布。这其实是马
拉松当中的“蹭跑”现象。

“蹭跑”指的就是在没有参
赛资格的情况下，设法混入其中
参赛。马拉松比赛参与人员广，
赛程长，因此也给组委会的工作
带来了考验。今年北马已经加大
检查力度，在各个入口采用荧光
防伪验证号码布技术，但仍防不
胜防。北马承办方中奥路跑副总
经理刘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正常情况下蹭跑者是通不
过防伪验证的，但不排除他们从
其他地方进入赛道里面。”

创办于1981年的北京马拉
松，是国内最知名、水平最高的
马拉松赛事之一，由中国田径协
会主办，经国家体育总局和北京
市人民政府批准，并经国际田联
和国际马拉松及公路跑协会认
可。此番被曝光如此大丑闻，组
委会承受着巨大压力。

刘岳称，待事情查清楚后，
会上报中国田径协会，按照竞赛
规程相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
行处罚，“但是如果查不到信息
的话，那也没办法。因为克隆的
号码布，我们数据库里是没他们
的信息的。”如果结果只能不了
了之，日后恐怕仍有人“前仆后
继”，冒着风险，破坏赛事规则。

作为国内最为成熟的一项马
拉松赛事，北马尚且出现“蹭跑”
的现象，就更别提其他的中小型
马拉松赛事了。参赛者暴露出诸
多不文明行为，都为这项火热的
运动带来负面影响。马拉松需要
健康、公平发展，中国田协已开启
严打替跑的工作，“蹭跑”也许就
是他们下一个打击的现象。

发展过快过热

以致乱象频出

从2010年到2016年，全国马
拉松赛事数量从13场增加到300
多场，6年间增长了20多倍。马拉
松赛事的迅速崛起看似给体育
产业打了一剂猛药，但同时也在
赛道上埋下了不少隐患。

2013年10月的北京马拉松，
因为沿途的公共厕所和流动厕
所有限，来自世界各国的诸多参
赛者只好选择就地解决内急。
2014年4月，在全国10公里路跑联
赛的西安站，由于赛事现场组织
混乱，一名专业组选手在跑步过
程中竟先后两次遭到两名业余
组选手的殴打，甚至被拉出队
伍，按倒在地拳打脚踢。

其实，相比于医疗保障的缺
失，这种赛事组织不规范导致的
个别不文明现象还只是小问题。
根据公开报道，从2004年到2015
年，全国一共发生了16起马拉松
猝死事件。这样的发生频率，要

高于国际上其他的马拉松赛事。
日本东京马拉松自2007年举办以
来，未发生一起死亡案例。

事实上，在很多国内马拉松
赛事上，对于参赛选手的健康证
明审核不严格，比赛期间的许多
医护人员及志愿者又缺少与马
拉松相关的医护培训和救治经
验，所以越办越火的马拉松赛事
才导致越来越多的猝死现象。

在庞大的新兴体育市场下，
不乏“淘金者”一味要求将马拉
松赛事做大，更多的回收成本，
导致赛事组织能力和服务体系
跟不上赛事要求。所以，在国内
马拉松赛事欣欣向荣的背后各
种乱象频发。

有业内人士预计未来三到
五年，中国的马拉松比赛或将超
过1000场。整个马拉松市场还将
继续膨胀，对于正处在高速发展
期的中国马拉松事业来说，“专
业办赛”、“理性参赛”不只是一
个口号，更是对举办方和参赛选
手的迫切要求。 综合

/相关链接/

2016年国内马拉松赛事统计

注册赛事：328场
共办赛事：122场
参赛人次：2796175人次
男女跑者比例：
1241808：466788

本届北京马拉松组委会推
出选手号码布完整覆盖荧光防
伪技术，以技术手段扼制弄虚作
假行为，但伪造号码布的情况还
是发生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
是，这其中号码布都是 D0198 的
三位跑者，竟然同框合影！

事情发生以后“D0198 ”们
是不是该出来道歉？也许他们还
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甚至

可能还自以为是在发扬马拉松
精神呢。往小了说，“D0198 ”们
这种行为侵占了其他遵守规则
跑者本就有限的赛事补给和资
源。往大了说，“D0198 ”们亵渎
了马拉松这项运动的精神，损害
了中国马拉松产业的健康发展，
会产生负面影响。

号码布防伪技术的升级，并
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住马拉松假

跑现象，甚至还愈演愈烈。而对
于是否引入最新的人脸识别系
统，恐怕面对数万人入场也会

“无可奈何”。
由于公开名额转让机制和

退出机制依旧存在空白，“打假”
还只能依靠群众“举报”。看来，
北京马拉松产业能否健康发展
依旧需要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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