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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版

一 场 春 天 的 约 会 一 次幸 福 的 奔 跑
临安半马男子第一名冲线

临安半马女子第一名冲线

运动员在进行拉伸恢复

本版摄影：
记者 金凯华 陈伋 见习记者 胡建强

“建国”跑团：
一路劲跑 献礼建国 70 周年
14 日上午 8 点，2019 年杭州临
安半程马拉松比赛如期而至。在今
年的赛事中，一支名叫“建国”的跑
团十分引人注目。他们来自五湖四
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
建国。
“建国”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也
是一代人的回忆。此次，赛事组委会
特别发布“寻人启事”
，寻找名叫“建
国”
的跑友组成“建国”
跑团，
用跑步
致敬建国 70 周年。
跑一次马 识一座城

“这个成绩我很满意了。”当冲
过终点线时，
今年 45 岁的章建国笑
得像个孩子，他是“建国”跑团里第
一个到达终点的。
章建国来自绍兴，是马拉松爱
好者，平时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参加
跑步比赛，
光是全马就跑过十余次。
“我们跑步群里有人分享了临安半
马的信息，还特别给我推荐了‘建

国’
跑团。”章建国说，参加“建国”跑
团，
献礼建国 70 周年是件很有意义
的事。另一方面，去年他的很多朋友
参加了首届临安半马，对赛事组织
和临安风光赞不绝口，让他颇为心
动。
“如果不参加比赛，
我也不一定
有机会到临安，见识到临安的青山
绿水和热情好客。”
让章建国最激动的是，在开幕
式时，
“建国”
跑团有自己的服装，
还
排在了最前面。
“以前都是淹没在人
群中，现在有那么多目光都聚焦在
我们身上，感觉很激动。”章建国
说。
家门口的半马，我要参加
“建国”
跑团里第二个到达终点
的是本地的
“建国”
，他叫张建国，
来
自高虹镇高桥村。
“家门口的马拉松，
有机会肯定
要参加。”
一直在广东做生意的张建

建国跑团

国听闻家乡要举办半马，并且还招
募“建国”，
没多作考虑，
就报名参加
了。
“我叫建国，
还爱跑步，
这不就是
缘分嘛。”借着清明回乡祭祖的机
会，张建国踏上了新的征途。
张建国出生于 1965 年，是“建
国”跑团里一名老将，确实也是一位
悍将，平均每年跑步 1500 公里。
“也
不是为了拿名次，重在参与。”
张建
国说，
平时在外忙着生意，回家的机
会并不多，更不知道家乡发生了大
变化。
“从昌化到河桥，再到湍口，
一
路过来，风景很美，环境也很好，没
想到的是小镇变得这么有气质。”
张
建国为家乡的变化感到自豪，更为
家乡能举办这么隆重的赛事感到骄
傲。
这是一场有温度的比赛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在大家为
前三名庆贺的时候，一名身穿红色
T 恤的选手咬着牙迈过终点线，他
的衣服上印着“建国跑团”。
这位叫朱建国的 跑友是衢 州
人，2002 年起在杭州定居，从事物
流管理，
也是一名跑步爱好者。
“昨
天失眠了，
状态不是很好。”尽管没
有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朱建国依
然很享受这次比赛。
“每一次跑马都
是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况且这次
是为了庆贺建国 70 周年。”
“这次半马很与众不同，一路上
有青山绿水相伴，赛事补给也做得
很充足。”
朱建国告诉记者，
虽然跑
步的过程很“虐”
，但途中啦啦队的
表演、志愿者的帮助、观众的呐喊，
让他觉得这是一场有温度的比赛，
临安是一个有温情的地方。
“过段时
间，我会带家人来看看我洒下汗水
的地方。”
记者 朱艳

4 月 14 日上午，天公作美，没有淅
淅小雨，有的只是清风拂面。8 点整，来
自全球 11 个国家共 3285 名选手从昌化
溪畔出发，
开始了这场与春天的约会。记
者了解到，此次共有 1097 人参加半程马
拉松的健康跑项目。
张开双臂，迈开步子，加速冲刺，抵
达终点，
直呼过瘾，这是健康跑男子组冠
军董义成最后五十米的写照。
“跑道真的
很美，
给我一种在画中奔跑的感觉，沿途
的志愿者和市民都很热情。我希望我的
家乡也能像临安一样，举办一次那么成
功的赛事。”
来自安徽广德的董义成说。
记者了解到，董义成昨日自驾 100 多公
里前来临安参赛，
这是他第一次来临安，
他表示，
临安秀丽的风景，
市民热情的呐
喊加油让他以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跑完

比赛，
他明年还想再来参赛，争取卫冕。
一袭西装，一身白裙，相信许多跑友
在此次马拉松赛事上一定看见了这两位
新人。
“挺有缘分的，
我去年参加过比赛，
今天刚好我们结婚，在得知结婚的日子
和今天比赛是同一天后，我就和老公决
定上午跑马拉松，下午举办婚礼，
所以我
们就来了。”看着戴在无名指上戒指，新
娘徐静的笑容愈发灿烂。结束了三年爱
情长跑的马拉松，即将步入婚姻这一幸
福的起点，新郎王灿的心里也是乐开了
花，一声“老婆嫁给我”引得掌声雷动，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那么多见证人，我
希望过几年我俩可以带着孩子去参加家
庭跑。”来自龙岗的这对新人完美诠释了
“奔跑在幸福的田野上”
。
见习记者 楼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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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平均年龄超过 50 岁的跑团也很赞

最美乡村马拉松引来海外高层次人才跑团

健康跑第一名达到终点

参赛者从 11 月龄孩子家庭，
到 70 多岁
“闺蜜团”

奔跑是人的本能，
他们用双手“跑”完全程

奔跑在幸福的田野上

杭州临安半程马拉松被称为最美
乡村马拉松，随着首届赛事的举办，
也让临安名声大噪。今年，赛事信息
发布后，更是吸引了十余个国家和地
区的跑友。其中，有一群“海归”也
盯上了这次赛事，他们就是海外高层
次人才跑团。
这支跑团平均年龄超过 50 岁，都
是在杭州工作的“海归”。因为平时工作
强度大，他们会以跑步的方式排解压
力。
“我们就组成了
‘千军万马跑团’，
空
的时候会相约一起跑步。”杭州钪赛铂
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海外高层
次人才联谊会理事会理事李伟告诉记

者，
团里本来就有不少人想要参加临安
半马，又恰巧收到了主办方的邀请，很
开心，于是就组成了海外高层次人才跑
团，
共 9 位跑友。
浙大中控首席专家杨永耀是跑团
里年纪最大的，对他来说，这是一次有
挑战性的比赛。“以前没在乡村道路上
跑过，有些不适应，但一路上确实很美，
氛围很好。”
杨永耀说，
近两个小时的跑
步其实也是欣赏美景、感受人文的过
程。“临安值得再来，等天气热了，我还
想和家人朋友来漂流。”
刘波也是“50 后”选手，看上去头
发花白，但精神矍铄。刘波是浙江驰拓

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首席科学家，
而他的公司就在在青山湖科技城。“我
2017 年到科技城落户，也算是‘新临安
人’
，家门口的比赛，
当然不能错过。”
刘
波说，与其他城市马拉松不一样，临安
的马拉松是奔跑在乡间小道上，有美食
有美景，沿路的村民很热情也很淳朴。
在临安两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临安的绿水青山和好空气，以及浓厚的
创业氛围。
“创业支持力度很大，政策也
能落到实处，
让我们创业创得很安心。”
刘波表示，如果有机会，会把这片创业
热土和宜居城市推荐给更多人。
记者 朱艳

轮跑队的队员用双手“跑”完 8 公里的
健康跑需要多久？来自杭州轮跑队的王亚
东给出了我们答案：51 分钟。
今年的临安半程马拉松迎来了一支特
别的跑团——
—轮跑队，他们由 14 位残障人
士组成。对于大多数正常人而言，8 千米的
奔跑都会觉得恐怖，而他们，在这美丽的跑
道上用双手和毅力成功地挑战了这次半
马。“跑道比杭州马拉松的有难度，但是空
气好，风景好，这个跑道跑下来就一个
字——
—爽！”轮跑组第一名王亚东告诉记
者。
53 岁的吕祥荣是是一位依靠轮椅行走
的残障人士，同时也是临安轮跑队的队长。
从前几年感受到慢性病带来的痛苦之后，
他决心要运动锻炼身体，于是便开始接触
轮跑，每天坚持轮跑，或许你们在青山湖绿

“3 公里家庭跑”
其乐融融 大受追捧

道见到过他的身影。“虽然很累，但收获满
满，真的太舒服了，跑完之后整个人神清气
爽，
感谢组委会举办了这次比赛，这是我们
轮跑队梦寐以求的平台，看见沿途那么多
选手和志愿者朝我们竖立大拇指，深深感
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温暖。”
吕祥荣说。
“奔跑”，对于正常人而言，是一个再简
单不过的动作，而对于轮跑队的队员而言，
他们需要花费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去锻
炼自己的身体，
去适应用轮椅奔跑。吕祥荣
告诉记者，他希望通过轮跑队的参赛，去鼓
励更多的残障人士，走出自闭，走向大众，
能够重拾对运动和生活的信心，从而健康
生活。
奔跑是人的本能，而轮跑队则让本届
马拉松更完整，
更温暖，
更幸福。
见习记者 楼飞宇

“加油，快！”8 时 16 分，在市民詹峰的助威
下，
11 岁儿子詹昊宇加快了步伐，
父子俩率先冲
过 2019 临安半马“3 公里家庭跑”终点线。“真
棒！”
詹峰不忘点赞儿子。
“3 公里家庭跑”是今年临安半马的新增项
目，因为赛程短、突出家庭元素，深受市民们欢
迎，共 500 多人报名参加。詹峰说，他和儿子很
喜欢运动，能够强身健体，这是第一次来半马，
“主要来感受一下大赛氛围。儿子参加了学校田
径队，
希望他今后取得好成绩。”

“临安举办这样的活动太有意义了，既把临安美
丽的生态环境呈现在众人面前，又倡导了全民
健身。”
还有一位 18 月龄的小朋友，她叫童语茜。
比赛结束后，正躺在爸爸童福林怀里休息。童福
林说：
“这是她的人生第一跑，我真的很开心，完
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刚开始我以为带着她不可
能跑完。”

“闺蜜团”
平均年龄 70 岁

终点线前，有奋力冲刺，也有犹豫放弃的。
章子航就在终点线前 10 多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任凭爸爸怎么劝说都不肯挪动一步，并使劲地
蹭到爸爸腿上，要求抱着去终点。

当“家庭跑”赛程过半时，一支特殊队伍缓
慢行来。只见她们脚步健朗，有说有笑，充满了
活力与欢乐。
原来，他们是来自锦城街道的高龄“闺蜜
团”，除了一位 71 岁的大伯，其他 15 人都是平
均年龄 70 岁的阿姨，
相识已有 20 多年。
郎余花曾在昌化生活 20 余年，之后去了锦
城街道，
“这次回来后，感觉昌化变化太大了，特
别是滨江路两边，破旧房子拆掉了，公园绿道都
建了，现在景色很美。”
“闺蜜团”们说，
“家庭跑”
的体验很好，明年
一定带上孙子孙女来参加。

不到终点，绝不轻言放弃

看着只上小班的儿子，章卓文还是忍住了，
他说：
“儿子平时比较腼腆，今天来就是锻炼他
的胆子，
感受集体活动的氛围。”
这时，
几名经过的参赛者竖起大拇指，纷纷
给章子航加油：
“你是最棒的！瞧，终点就在前
面，马上就到喽！”果然，孩子一听别人夸奖，兴
奋地跑向了前方，冲过终点线。
本次家庭跑中还有许许多多坚持独立跑完
全程的孩子，他们与家人一起快乐奔跑，共享这
场运动盛宴。很多父母都表示，
原以为只是带孩
子呼吸新鲜空气，做好了不能完成比赛的思想
准备，但是孩子的毅力比他们想象得更好，这让
他们感到很欣慰。
记者 朱陈伟 见习记者 雷竺欢

去年做观众，
今年来当选手
轮
跑
队
奋
力
冲
向
终
点

今年参加“3 公里家庭跑”的成员中，不
仅有 70 多岁的“闺蜜团”，还有 2 岁的孩子，
在父母帮助下走完了全程。赛道上你追我赶，
其乐融融，让“家庭跑”成为了一场陪伴亲人
的别样旅行。
市民陈朗一家格外引人注目，他和妻子推
着婴儿车来参赛，孩子只有 11 月龄。陈朗说，
去
年他是半马的观众，之后被半马的魅力吸引，今
年带着妻子、孩子一起报名参加了“家庭跑”，

家庭跑第一名家庭到达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