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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马昨日开跑 重庆选手包揽男女冠军
51 岁高中化学老师刘勇见证重马十年，
他想跑到 80 岁、跑 100 个全马

“现在跑来的是重马终身荣誉参赛号码拥
有者——刘勇！”11 月 15 日上午，伴随着主持
人激情的声音，51 岁的刘勇第 10 次冲过了重
庆马拉松赛的终点线。从 2011 年到 2020 年，
重马走过了 10 个年头，刘勇也陪伴重马走过了
10 年。刘勇拿着自己选择的 80100 号码牌感
慨：
“‘80’是希望自己 80 岁还能跑步；
‘100’是
跑 100 个全马，跑完今年的重马，我距离这个目
标还差 21 个！”
昨日，2020 长安汽车重庆马拉松赛在南滨
路鸣枪起跑。本次赛事共设置全程马拉松
（42.195 公里）和迷你马拉松（5 公里）两个项
目，近 4900 人参加比赛。经过激烈的角逐，李
波以 2 小时 23 分 15 秒的成绩获得马拉松项目
男子冠军；女子冠军由“越野跑名将”向付召以
2 小时 58 分 53 秒的成绩夺得。
今年是重马 10 周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原定于 3 月 22 日举办的赛事延期至 11 月
15 日。赛事规模由原定的 3 万人缩减为 4900
人，其中全马 4000 人、迷你马拉松 900 人，仅限
重庆常住人口参加，并建立了熔断机制，
确保防
疫工作万无一失。
为了提升选手的参赛体验和参赛成绩，
本次
赛事对赛道进行了优化升级，
在延续滨江赛道的
基础上，
取消部分起伏较大路段，
让跑友在饱览山
城美景的同时，
也为提升比赛成绩带来便利。
“2011 年，我第一次参加重马的时候，赛道
跟现在不一样。起伏更大难度也更大，那也是
我第一次跑全马，没经验，到 26 公里时就抽筋
了，至今印象深刻。”作为十八中高三的化学老
师，
严谨的刘勇也拿出了查到的数据，
“当时，男
子 全 马 报 名 771 人 ，完 赛 569 人 ；女 子 报 名
128，完赛 89 人。10 年过去了，现在的完赛率
可比那时高多了。
”
刘勇是重马 2014 年-2016 年的市民组男
子冠军，也是首届市民组的冠军。为了鼓励刘
勇，重马组委会特意向他和其他 3 名跑友颁发
了重马终身参赛号码，
刘勇选了 80100 号。
今年重马，刘勇的完赛成绩是 2 小时 52 分
41 秒，比他重马个人最好成绩（2 小时 43 分 05
秒）稍稍慢了一点。
“后半段气温有些高，
湿度很
大，
而且我的年龄也大了嘛，我对这个成绩相当
满意。”刘勇笑着说，
“刚开始的时候，参加重马
的人，年龄大的比较多，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
了，
我更多也就是重在参与了。
”
刘勇的最好成绩是在 2014 年厦门马拉松
赛上创造的，
成绩是 2 小时 40 分 37 秒。但令人
难以置信的是，刘勇是从 2009 年 11 月 40 岁时
才开始练习跑步的，而且在不到 5 年的时间里
就跑进 240 名，
这在跑圈中也非常罕见。
“一开始，我每天的跑量并不大，前 4 个月
只跑了 175 公里，平均每次只能跑 3 公里左右。
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
我每次跑量都保持在 5 公
里左右。”
坚持了一年后，
刘勇的跑量逐渐增加，
到了 2013 年每月的跑量已经达到了 400 公里，
此后每月基本稳定在 450 公里。截至目前，
他的
个人总跑量早已超过了10 万公里。
“跑步最需要的就是坚持，
我的办法就是写
日记，如果没有跑，就没得写。”从 2009 年开始，
刘勇已经写了 5 本运动日记，
累计 50 多万字。
此外，刘勇还将运动日记同步到论坛和朋
友圈，
以供更多跑友参考，
他的网名
“巴山牛”已
被众多跑友熟知。
谈到跑步的好处，刘勇认为，
“跑步是一种
健康的生活习惯。除了强身健体，还可以使生
活变得更加充实、更有规律。
”

大事记

冠军故事

李波对自己夺冠感到很意外
向付召创造个人最好成绩
11 月 15 日上午，2020 重庆马拉松
赛决出男子冠军，重庆选手李波以 2 小
时 23 分 15 秒的成绩夺冠，他也成为重
马历史上首位本土冠军。
“这是我第 3 次参加重马，奔跑在南
滨路上特别心旷神怡，能夺冠挺意外
的。”李波说，今年的重马取消了 21-22
公里之间的下穿道，不仅降低了赛事的
整体坡度，也为选手创造好成绩提供了
条件。
“ 未来，我还要继续参加重马，并
会给更多人‘安利’重马，让更多跑者来
重庆跑马，吃火锅。
”李波说。
女子方面，重庆选手向付召以 2 小
时 58 分 53 秒的成绩夺冠，并创造了个
人最好成绩。对能够打破个人纪录，向
付召也感到很意外。此前，她的个人最
好成绩是在去年重马上创造的 3 小时
01 分 39 秒。她也曾夺得重马市民组冠
军。
作为中国越野跑名将，向付召也坦
言马拉松和越野跑有很多不同之处，
“马拉松更需要速度，越野跑更需要上
下坡能力”。
冲过终点线时，向付召兴奋地和 5
名陪跑员合影，
“ 特别感谢他们，没有他
们为我破风，我也很难创造个人最好成
绩，
并拿到冠军。
”

陈建刚刚跑进起跑区就引来众人注目
——他脚上竟然没穿鞋！49 岁的陈建来自
彭水，从去年开始才正式参加马拉松比赛，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重马。
“去年，我在巴南参加了重庆国际半马，
也是赤脚跑的。今年第一次参加重马，
希望
能跑进 340（3 小时 40 分）。”
陈建说。
赤脚跑不怕受伤吗？
“ 平时训练就很注
意，避开路上的石子和玻璃，南滨路和巴滨
路的条件就更好一些。
”
为什么要赤脚跑呢？陈建憨厚一笑，
“可以省钱啊！”
记者了解到，在国内跑圈，像陈建这样
的赤脚跑者为数不少，
但专家还是建议跑友
们不要效法。

重马 10 年：
从
“跪求招商”到
“吸金名片”
昨日上午 8 点，南滨路，跑友们随着发令
枪响出发，踏上重庆国际马拉松（以下简称
“重马”
）第 10 年的赛道。

起跑
央视直播，超 1.2 万选手参与
2011 年 3 月 19 日，重马第一次起跑从南
滨 路 迈 出 。 来 自 11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超 过
12000 名专业和业余选手展开竞逐。第一次
办赛，
重马就拥有一个
“高起点”
：中央电视台
体育频道对比赛进行了 3 个小时的全程直
播。重马
“首秀”
堪称完美。

困难
险因资金不足停办，
今成为
“金马”

线。

男子冠军李波（上）、女子冠军向付召冲
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李化 摄

赛场花絮
赤脚大仙想跑进
“340”

▶参赛选手扮
“唐伯虎”光脚
滚铁环

起跑。 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李化 摄

刘勇。

小伙从 210 斤跑到 130 斤
“赛前一天吃一大碗面储备能量。
”
昨日
一大早，冉彬轶穿上了小白鞋，和长安前进
团的朋友们出现在了起跑区。长安前进团
由长安汽车公司各个部门热爱跑步的员工
组成，
今年是前进团成立 6 周年。
冉彬轶是 2017 年 9 月加入跑团的，而
他去年在贵阳参加自己首个全程马拉松就
跑出了 3 小时 42 分 28 秒，成为跑团中第一
个首马就“破 4”的成员。更令人难以置信
的是，冉彬轶的跑龄仅有 5 年，之前还曾是
一个 210 斤的胖子。
“说实话，跑步曾是我最
讨厌的运动，
没有之一。后来经过坚持不懈
地撸铁和跑步，从 210 斤瘦到 130 斤，也从
曾经的讨厌跑步，
变成了喜欢跑步”
。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2011 年进行重马，我们很担心报名不
理想。”不只是担心参赛者不足，重庆重马体
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伟更担心招商。他
说，重马最初的招商，是“跪求招商”，2012 和
2013 年的重马差点因为资金不足而停办。
随着赛事的提升、服务的提升和带来的
品牌的提升，
重马的招商终于走上良性循环，
到了 2018 年，终于实现“自给自足”，直接拉
动重庆旅游消费 5.8 亿元。据统计，今年重
马，
赛事共有 19 个赞助商参与其中。

改变
亲自操刀，重马直播完成本土化
2018 年，重马首次没在央视直播，而是
通过本地卫视和平台进行直播，用本土化直
播和更多互动，给观众更好的体验。
今年，
重马联合了重庆卫视、重庆国际频
道、重庆文体娱乐频道对赛事进行电视直
播，同时将通过新华网、ICHONGQING 等
平台进行网络直播。今年还通过传统媒体、
自媒体、新媒体等对报名启动仪式暨招商启
动仪式、赛前新闻发布会、赛事现场进行全
方位的宣传报道，从而提高赛事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挑战
遇疫情延期，
探索赛事运营新模式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其他所有
赛事一样，重马被迫延期。但在 3 月 22 日，
重马依然在跑友圈刷屏。这一天，
“ 重马十
年·抗击疫情”全民室内健走公益慈善活动，
吸引了 11261 名跑友参加，吸引了 12 个赞助
商参与，
在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的情况下，
不仅赛事“复工”，也是赛事运营新模式的探
索。

加速
进入全马时代，
优化赛道帮选手 PB

11 月 15 日，
南岸区南滨路，
重庆马拉松赛鸣枪开跑，近 5000 名参赛选手迎着朝阳奋力奔跑。

今年，
重马在迎来第十个年头的同时，
赛
事正式升级——取消半马，进入全马时代。
今年的赛道也进行了优化，取消 20-21 公里
处约 1 公里的下穿道。重马赛道海拔低，地
势平坦，坡度较小，适合选手创造 PB（个人最
好成绩）。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包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