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赛者访谈

王贵阳是来自浙江横店的一名选手，他这
次参加的是迷你马拉松比赛。他是和朋友们特
地开车过来参加比赛的，他觉得这次比赛在景
德镇举办得非常棒，组织得很好，秩序井然，
赛道也特别干净，整个迷你跑下来，觉得很轻
松，感觉非常爽。

“我们是提前一天赶到景德镇的，一进这
个城市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漂亮，城市绿化很

好，空气清新，让人感觉神清气爽，非常舒
服。”王贵阳告诉记者，除了城市美丽外，他
还非常喜欢景德镇的美食，像当地的特色小
吃冷粉、碱水粑、饺子粑等等，他觉得非常
美味，回去后他会推荐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也
来景德镇看一看，玩一玩。比赛结束后，他
打算和朋友们去景德镇一些有名的景点走一
走。

景德镇是个美丽的城市
□ 本报记者 王姝

在这次我市举办的国际马拉松赛迷你马拉
松比赛的赛道上，来自上饶的一家三口亲子选
手成为了赛道上一道美丽风景线。

“我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比赛的，在
家的时候，每天早上我们全家都会一起去晨
跑。”今年六岁的韩智超告诉记者，他是第
一次参加马拉松比赛，应该是经常锻炼的缘
故，所以这次迷你跑下来，他和爸爸妈妈都
感觉很好，不是很累，以后他还会参加这种
比赛。

韩智超的母亲说：“我们全家都是第一次
来景德镇，景德镇是闻名世界的千年瓷都，
能举办这么大规模的马拉松比赛，相信这个
城市各方面一定很出色，百闻不如一见，果
然名不虚传，像陶溪川、古窑等一些网红景
点我们都去看了看，感觉非常好。”她认
为，整个比赛的细节都组织得相当好，就是
她住的酒店离比赛起点比较远，早上赶过来
不太方便，她建议主办方可以考虑给参赛选
手安排车辆进出，那样就更方便了。

千年瓷都名不虚传
□ 本报记者 王姝

“这次来景德镇观看马拉松赛特别高兴，这
是一座有独特魅力的文化之城，也是生态环境
很美的城市。‘乐跑瓷都，对话世界’，这个定位
很有特色。彰显了千年瓷都的文化自信。给广大
跑友留下了深刻印象。”湖北黄石市马拉松协会
会长熊忠武向记者吐露自己的心声。

今年76岁的熊忠武曾经是一名军人，早在
23年前，他就来景参加由我市马拉松协会举办
的红叶杯国际马拉松赛，并结识了我市马拉松
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胡嗣东。今年4月，当他获悉

5月 12日景德镇将举办国际马拉松赛的消息
后，十分兴奋。他提前两天带着黄石跑友来到阔
别23年的千年瓷都，他见到了分别多年的老友
胡嗣东，心情特别激动。熊忠武对记者说：“景德
镇变化太大了，迈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那青
山绿水，那宽阔整洁的大道，那充满瓷都特色的
体育场馆，那优美的生态环境，都给我们留下了
美好的印象。我衷心祝愿千年瓷都再创辉煌，在
与世界对话的征程中扬帆奋进，为祖国作出更
大的贡献。”

千年瓷都与马拉松有不解之缘
□ 本报记者 王姝

2019年5月13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刘丹 张怡 责任校对：彭启明董倩莹景马·声音A2~A3

冲过终点线后，半马男子组冠军张立钢神情非
常疲惫，他的衣服已被汗水浸透，紧贴在身上，汗水
不住地滴落在赛道上，但他仍坚持着站在赛道上，
面对镜头摆出胜利的手势……面对媒体的采访，张
立钢已驾轻就熟，年仅25岁的他已在多个国际马
拉松赛事中获得过好名次，被圈内人誉为“浙江绍
兴跑马第一人”。

“我最好的半马成绩是1小时9分钟，但今天的
成绩是1小时15分钟，不过我还是感到很满意。”进
入休息区，接过志愿者递来的矿泉水，喝了一大口
后，这个身高1米7的黑瘦男子才缓过气，朝记者说
道：“今天实在太热了，跑出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
了。”

张立钢并非职业运动员，事实上，他当年读书
时，跑步也不是他的强项。而真正开始练习跑步，还
是在他职高毕业后。当时，年仅20岁的张立钢在上
海工作，看到在上海浦东世纪公园内，每天清晨和
傍晚都有人在跑步，于是他也跟着跑了起来。

“世纪公园一圈跑下来大约有5公里，我从一
开始跑不下来全程，到后面开始每天坚持跑一小
时，跑两圈三圈，渐渐地喜欢上了跑步。”张立钢告
诉记者，在跑到一定程度后，他于2016年参加了在
上海浦东举办的半马比赛，成绩是二十几名。

有了第一次“跑马”后，张立钢又陆续参加了许
多次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国际马拉松赛事。他不仅参
加半马赛事，也多次参加全马比赛。他说：“我获得
过昆山全马和宜兴全马的第二名，也多次在半马比
赛中获得过第一。”

接受采访中，不时有人冲张立钢打着招呼，向
他表示祝贺。看得出，他是圈子里的一位名人。事实
上，在此前已有不少媒体采访过他，其中《绍兴晚
报》更是以“绍兴跑马第一人张立钢 一个将跑马当
成生活的人”为题对他进行过报道。

对于此次来景德镇参赛，张立钢表示，由于天
气炎热，加之要全神贯注地参赛，他无暇顾及沿途
的秀美风光，也没有时间来仔细看看景德镇的精美
陶瓷，让他颇感遗憾，但他一定会在今后再来景德
镇看看。

距离开赛时间过去26分钟，在一片“来了！来
了！”的欢呼声中，一道白色的身影出现在观众的视
野中。当来自浙江东阳的选手王贵阳冲过迷你马拉
松赛终点线时，赛道两旁的观众毫不吝惜地给了他
最灿烂的笑容和最热烈的喝彩。这是瓷都人开门迎
客的热情。

26分30秒，王贵阳成功摘得2019景德镇国际
马拉松赛迷你马拉松组冠军。他的笑容和身上的汗
珠一起，在陶溪川清晨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王贵阳是一名马拉松比赛爱好者，在横店三校

工作的他受到校长影响，喜欢上了跑步。于是，他们
一行人便专门组建了跑团，成员们互相督促，约定
每天都要跑一跑。去年以来，跑团就开始练习长跑，
并活跃在各个马拉松比赛中。今年3月，成员们一
起参与了当地的马拉松比赛。

听说景德镇正在举办国际马拉松赛，为此，跑
团成员们特地驱车400多公里来到景德镇参加比
赛。这次赢得迷你马拉松赛第一名，王贵阳很是兴
奋，眼里眉间满是畅快。“今天的5公里迷你马拉松
赛，全程跑下来感觉一直都不错，状态很好。”王贵
阳说道，“虽然开车400多公里来这里，但是我觉得
值了。”

这次是王贵阳第一次踏足景德镇，对于他来
说，这里的一切都很新奇。“昨晚我们到了这儿之
后，就尝试了下景德镇的特色小吃，真的被这里的
美食折服了，很好吃。”王贵阳咧嘴笑道，“而且，我
们还特意走街串巷去逛了逛，景德镇的街头店里，
全是各式各样的精致瓷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景德镇‘世界瓷都’这个称号，确实名不虚传。”

在这样一片绿意盎然、风景秀丽的地方参加比
赛，王贵阳觉得是种享受。“我觉得景德镇整体环
境、城市建设都是非常不错的，赛道也清理得干净
整洁。一路跑过来，还有许多志愿者、医护和安保人
员站在路边为我们保驾护航，观众们也在不断地给
我们加油鼓劲，在这样的跑道上跑步，确实是种享
受。”王贵阳说道，“真的很感谢景德镇组委会给我
们提供这样一个好的比赛环境，让我们选手能够取
得好成绩。”

邂逅景马：这座城市已深深印在我们心里
半马男子组冠军张立钢：

今后一定会再来景德镇
□ 本报记者 程华 文/图

迷你马拉松赛冠军王贵阳

在景德镇跑步是种享受
□ 本报记者 程丽媛 文/图

“4月27日，我刚参加了江苏句容的国际马拉
松赛事，原本并不适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次参
赛，但因为对瓷都景德镇的向往，我还是来了。”
半马女子组冠军吴宣霞接受采访时说，尽管她只

在5月11日晚逛了下景德镇，但已发现景德镇的
与众不同，“就连路灯都是陶瓷做的”。

今年已45岁的吴宣霞来自安徽宣城，她此次
的成绩为1小时26分钟，但此前她的个人半马最
好成绩是1小时20分。“不过，我对于这一成绩还
是挺满意的，毕竟今天天气比较炎热。”坐在休息
区恢复体力的吴宣霞笑着向记者说到。

吴宣霞练习跑步纯属偶然。她告诉记者，大
约在4年前，由于工作生活压力大，她需要找一
个发泄点，于是有人建议她去跑步。

“跑着跑着，我发现自己爱上了跑步，甚至于
可以一天不吃饭，但不能一天不跑步。”吴宣霞笑
称，因为对跑步的喜爱，她于4年前第一次报名
参加马拉松比赛，“当时我甚至对跑马拉松比赛不
甚了解，直到跑到30公里时，我陡然发现一个又
一个人将我超越，其中不乏头发花白的老人，这
让我当时觉得很沮丧，也感觉很励志。于是，我
开始每天清早起来跑步，参加在不同城市举行的
马拉松比赛。”

吴宣霞告诉记者，她参加比赛的目的并非是
名次，而是想要不断地超越自己，以及与有共同
爱好的参赛者们进行交流。

吴宣霞说，景德镇是她一直向往的地方，此
次来到这也确实让她感觉到不虚此行。她表示，
今后有机会还要再来景德镇，带着她已读大学的
儿子一块来。

半马女子组冠军吴宣霞：

因为向往景德镇才来参赛
□ 本报记者 程华 文/图

今天的景德镇很美，白云映衬
着蓝天，绿树环拥着楼宇，阳光洒
在每个人的身上，那一张张洋溢着
幸福的笑脸，是如此迷人。

与九年前初来景德镇相比，这
里的变化太大了，我曾尝试着在城
市每一处地方留下我的足迹，一年
又一年，我用我的青春见证了她一
步一步的蜕变，景德镇也用她独有
的温柔见证了我的成长。在这次景
德镇举办的首届国际大型马拉松赛
事上，我由衷地为这座城市感到骄
傲和自豪。

是的，景德镇就该如此美丽。
当我奔跑在瓷都凌晨四点半的街头
时，我看到了比我更勤劳的人们。
在马拉松赛道上，我又看到了来自
五湖四海更多正能量的伙伴们，内
心的喜悦告诉我，奋斗的生命不会
孤单。

虽然迷你马只有五公里，这份
参与的喜悦却是永久的。人生即是
一场马拉松，以此文纪念我的首次
迷马，我参与，我快乐。永葆信
心，快乐前行。

陶溪川·2019景德镇国际马拉松
赛将于5月在我市举行，听到这个消
息，我和瓷都许多户外运动爱好者一
样心情激动，异常兴奋。4月初，我所在
的户外俱乐部——市赣鄱漂流俱乐部
就高调张罗起报名、训练等准备工作，
很快就有50多人报名参赛并获组委
会审核通过，一些外地或出差的跑友

纷纷致电表示因故不能参加的遗憾。
我们这个队聘请了专业教练，连

续几天在市体育中心运动场接受培
训，了解马拉松比赛动作要领和注意
事项。随后一个多月，队友们三五成群
相邀在运动场或是街道上进行马拉松
长跑训练。我体重有80多公斤，平时
跑个200米就气喘吁吁，但经过一个

多月持之以恒的锻炼，可以越跑越远、
越跑越快了。

5月12日，陶溪川·2019景德镇国
际马拉松赛开赛的日子到来了。这天
一大早，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跑友们
从四面八方齐聚昌江广场起跑集结
地，人们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地穿着
盛装，相识和不相识的参赛者互致问
候，合影留念。不少市民一家三口大人
带着小孩也参加了迷你马拉松赛，还
有身残志坚的跑者坐着轮椅来参赛。
市有关部门和单位、企业也纷纷组队
参赛，还有来自广东、浙江等外省的参
赛者，也有不少外国朋友。此时的昌江
广场，万头攒动，气氛热烈，一浪高过
一浪。这是瓷都的国际盛大节日，也是
每一个市民的节日，人行道上挤满了
观看和加油鼓劲的市民。

上午7时30分，随着发令枪响，
陶溪川·2019景德镇国际马拉松赛开
跑了。第一梯队是全马方阵、第二梯
队是半马方阵，我在第三梯队迷马方
阵。从昌江广场沿新修的宽敞的城市
道路一边欣赏沿途美景，一边尽情跑
着。一路上，人们边跑边议论，说这
几年景德镇变化真大，城市道路越来
越宽广、植草种树成为常态，山更
青、水更绿、天更蓝，我们的幸福指
数越来越高了。

不到一个小时，我便跑完了半马
5公里全程，到达终点站陶溪川。 陶
溪川·2019景德镇国际马拉松赛是瓷
都对外开放一次成功的检阅，人们期
待明年的景德镇国际马拉松赛再相
会、再牵手，瓷都人的生活比蜜甜，
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2019景德镇国际马拉松赛于5月12
日上午7时30分鸣枪开跑。为了扩大赛
事的参与度、降低参赛门槛，赛事还设
立了约5公里的短距离体验式迷你马拉
松赛。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
组团参赛，让选手们在竞技的同时享受
更多奔跑的乐趣。

来自九江武宁的范才玲手举印有
“武宁长跑协会”字样的红旗，通过位于
陶溪川文创街区的“迷马”终点线，是第
一位举旗完成迷你马拉松赛的选手。据
范才玲介绍，武宁长跑协会组织了38人
参赛，其中有5人参加迷你马拉松赛。自
称“老队员”的范才玲说，这次参赛她不
仅“负重前行”，有着帮助带领新选手的
职责，而且肩负了展示武宁形象的“团队
使命”。“真的好美，赛道很洁净，市民素
质也高。”范才玲在谈到对景德镇这座城
市的印象时对记者说，作为一名收藏家，
瓷都景德镇一直是她很向往的地方。近
几年多次到景德镇，这里的环境变化给
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次赛事不仅有众多本省“跑友”
参加，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外省团队关
注。浙江东阳横店第三小学团队一行近
30人驱车400余公里来到景德镇参赛。

“总体感觉景德镇陶瓷琳琅满目，城市
建设很好，小吃也很不错。景德镇国际
马拉松赛组委会给我们选手营造了一个
很好的比赛环境，在这样整洁的赛道上
跑步真的是一种享受。”该团队对景德镇
及本次赛事给予了较高评价。值得一提
的还有，本次“迷马”冠军来自于这个

“跑团”。
赣鄱彩绸漂流俱乐部组织了多达54

人的“跑团”。“漂流是一种水上运动，
是体能与胆量的挑战，长跑运动与之结
合可以相互助益。参加这样的比赛对体
能提升有较大帮助，在锻炼了身体的同
时，还可与外地团队建立联系、加深友
谊，一举两得。今年是第一届景德镇国
际马拉松赛，希望以此为良好开端，赛
事以后越办越好。” 赣鄱彩绸漂流俱乐
部成员、本地市民游懋芝向记者表示，

今年参加了“迷马”，明年、后年还要
参加“半马”、“全马”，会一直跑下
去。今年25岁的小伙子金英杰是来自北
汽昌河团队的一名“迷马”选手。作为
本地人，他对记者说，过去在婺源参加
过一次马拉松比赛。这次在家门口参
赛，让人感觉很亲切、很自豪。

此次“迷马”还有一群坐着轮椅参
赛的特殊“跑者”，他们被称为“轮跑
团”。赛道上，这群“轮椅跑者”双手
持续给手轮圈发力，轮轴飞快转动。他
们脸上淌着汗珠，笑容依旧灿烂。来自
鄱阳县桃馨缘团队的陈桂生向记者介绍
说，他们“轮跑团”队员来自全省各
地，总共有10多个人。“自己常来景德
镇，感觉景德镇这几年变化很大，城市
越来越美了。赛事组委会考虑也很周
到，在比赛过程中，其他‘跑团’的选
手会不时助推轮椅，让人觉得很暖
心。”陈桂生表示，明年将继续参加景
德镇国际马拉松赛，并祝愿瓷都景德镇
越来越好。

展团队风采 为瓷都点赞
□ 本报记者 吴绍斌

虽然衣服和鞋子早已湿透，但在这种环境下更能
感受到马拉松的魅力，体会奔跑带来的快乐。一直以
来我都很热爱运动，每天有空就去跑步，渐渐的我的
体力和耐力就提升起来了。马拉松让我挑战了自我，
有了那种永不言弃的精神，能和这么多马拉松爱好者
朝着同一个目标奔跑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马拉松的魅力在于它的包容性，但也是对人的身

体和心理的一种极限挑战。我觉得跑马拉松不要过于
追求速度，奔跑的过程是最有意义的，虽然都是同一
个起点和终点，却有不同的精彩，安全参赛就是胜
利，不为超越，只为突破。这次来景德镇不仅让我领
略到了景德镇的美景，还吃了很多当地传统美食，可
谓收获满满。

（记者 邵婧 记录整理）

杨俊：不为超越 只为突破

参赛者感言

马拉松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比赛项目，这次它来到
了景德镇，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景德镇越来越有国际
范。虽然我参加的是迷你马拉松，但我也感受到了运动
的乐趣、比赛的魅力。

运动使人快乐，看到参赛者一个个挥洒着汗水向前
跑，累并快乐着，我觉得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今后
有机会，我也会积极参与其他体育运动，让青春在运动
中美丽绽放。

范琳：青春在运动中美丽绽放

冲向终点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敢于拼搏，敢于突破！整个赛道把景德镇的古城
风貌和新城风光很好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人对景德

镇的未来充满了期待。过去两年，我们的城市能从
“脏乱差”变成了如今这么美好的样子，完完全全是真
抓实干出来的，我为家乡的变化感到骄傲！

卢明荣：我为家乡骄傲

马拉松比赛关键还是靠日常锻炼的积累，我原来
是做教练工作的，参加过4届省运会，最快的一次我
只用9分20秒跑了3000米。这次两个广州的老朋友陪

我一起跑完了比赛，我觉得很有意义。生命在于运
动，运动让人快乐。希望景德镇能以这次马拉松比赛
为契机，让我们景德镇的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张喜瑞：生命在于运动

感谢赛事组委会让我有幸参加了一次回味无穷的
马拉松赛事，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次旅行！我
边跑边欣赏一路风光旖旎的赛道美景，初夏天气回暖，
绿道两侧鲜花盛开，绿地湿地、山体小公园、城市风光带
随处可见，整座城市风景如画，源远流长的陶瓷文化也

在沿途各种细节中让人惊艳不已。简直是人在画中跑，
这是何等美好的人生境界啊！

整场比赛下来，我感觉赛道很干净，后勤保障也很
给力，一路有朋友的陪伴，还有志愿者的支持，真的很感
谢他们的默默付出。

鲍忠：在奔跑中享受快乐

我的马拉松

我
的
首
次
迷
马
迷
马

□
易
雪
莲

我 是 跑 者
□ 程勤

发令枪一响发令枪一响，，参赛选手们兴奋地从起点门鱼贯而出参赛选手们兴奋地从起点门鱼贯而出，，跑向各自的终点跑向各自的终点。（。（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怡张怡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