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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小白”
跟着双遗进阶

时光倒回到2015年，还是马拉
松“小白”的钧月结缘双遗马拉松，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再过不久，她
将和双遗一起度过和马拉松的五周
年“生日”。

“从最开始的半程到后来2016年
的全程马拉松，不仅仅是这项运动本
身吸引我。路途中的景色、热情的
选手和观赛者都使得这项赛事变得
魅力无穷。”回忆起第一次跑马，这
位成都姑娘仍记忆犹新，在城市生
活中，钧月是一名职业婚纱设计师，
与大自然相遇，钧月说，这样的体验
让生活变得不再那么无味。“比赛当
天烟雨濛濛，都江堰在雨中的景色犹
如仙境”。

因为这次体验，钧月爱上了在运
动中感受美景、自由呼吸的感觉。
在后来的日子中，能阅览无数大自
然美景的越野跑开始成为钧月生命
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尽管越野跑对于她来说，有很多
艰难的时刻，“譬如在高山越野赛中的
高原反应常常使人疲惫，一场比赛就
变得难熬起来”，但钧月觉得，这和比
赛带给她的愉悦相比，根本算不得什
么，“大自然有太多意料之外的美景让
人流连忘返。”

抱着这份热爱，一步一个脚印，钧
月将一个个的奖牌收入囊中，开始在
圈子里有了名气：2017喀纳斯ARWS
公开组季军、2017岗什卡越野赛季
军、2018秦岭100越野赛季军、2018
岗什卡越野赛亚军、2018岗什卡FKT
亚军、2018野性祁连52公里冠军。

婚纱女设计师
化身“小巨人”

“小宇宙”一旦爆发，便渴望更大
的世界。

2018年，钧月想要去挑战更富有
吸引力的赛道TOT DRET，这是意大
利阿尔卑斯山区举办的一个新赛事，
线路贯穿阿尔卑斯山脉的自然景观，
途经勃朗峰、玫瑰峰、切尔维诺峰，全
长130公里。正因为和著名的超级越
野赛巨人之旅TDG赛道重合而且同
时举行，所以TOT也被称作“小巨人”
之旅。钧月介绍，这一赛事强度大，
关门时间短，完赛率极低。

“67公里左右下坡出现意外崴
脚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绝望。到后
来，当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看清前
路时，选择了就在路边靠着大树休
息，直到经过的选手把我喊醒才明

白 刚 才做了一个多么危险的决
定。”钧月说，夜间失温会让参赛的
选手丧失比赛能力。

40小时22分，钧月终于在狂奔中
抵达终点。“走在通往领奖台的黄地
毯上，我不记得主持人叫了三遍还是
四遍。因为意大利发音我不太确定
台上喊出的女子年龄组冠军，来自中
国的选手就是我。”

比赛过程中有数不尽的艰难险
阻，无尽的爬升、体力的透支、无法
抵挡的困意、意外的受伤等等，钧月
都咬牙坚持了下来。赛后，她写下
这样一句话：当你踏上这段赛道，就
会明白，所有一切都不是为了彼岸
终点，这只是一段旅程，一段身体与
灵魂的对话。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雨恒
实习生 刘雨薇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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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马拉松
一半跑者是“85后”
和老资格的北马、上马相比，来到

第五年的成都双遗马拉松依然很年
轻，而参赛的跑者也很年轻。根据报
名截止日的大数据统计，18至34岁
（出生在 1985 年以后）的跑者多达
14335名，接近总报名人数的一半。
其中，报名参加全马的“85后”人数为
1516名，半马人数9086名，其余为乐
跑选手。紧随其后的是35至39岁的
生力军。虽然马拉松和参赛者很年
轻，但也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成
熟跑者，比如，来自北京的莫先生76
岁了，他是本次双遗马拉松全马的最
大龄跑者，而82岁的王先生则是半马

组最大龄跑者，整个马拉松报名年龄
最大的是83岁的何先生。

过去几届双遗马拉松，敢和路上
的油菜花、千年雪山比美的，就是赛道
上的妹子，曾经，双遗10公里、5公里
组，女性跑者的比例高达 56%和
69%。可以说，三五步就是一个成都
妹儿，而如今，妹子们扎堆的马拉松慢
慢变得“爷们儿”起来。大数据显示，
总报名人数中，男性跑者为61.81%；
女性跑者为38.19%；其中全马女性仅
占18.33%。

O型血最爱双遗马
广东2000人来跑
双遗马另一个传统得以维持，那

就是“O型血”扎堆。有数据显示，前
几届双遗马，报名总人数中O型血跑
者比例最多。今年也不例外，总人数
中 O 型 血 占 34.19% ，A 型 血 有
26.8%，B型血为24.5%。

今年的双遗马，省内跑者比例有
所提升，达到了 51%，不过依然有
49%的外地朋友们来到双遗马拉松看
山看水看熊猫。数据显示，最爱来成都
双遗马的跑者是重庆的“兄弟伙”，有
2882人。其次是安徽2310人、陕西
2237人、广东2077人。此外，北京地
区报名666人、上海报名379人、吉林
有27人、内蒙古89人、新疆55人。海
外跑者有134人，来自美国、加拿大、
孟加拉国、捷克、瑞士等国家和地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川足依然风雨飘摇。
一纸转让协议书，并没有让四

川安纳普尔那俱乐部逐步稳定下
来。被称为川足“新东家”的德阳
旌城及代表人物奉伟灵，接下来做
出了一系列的网络动作：22 日凌
晨微博宣布要采取降薪等一系列
新举措、23 日通过微信向黎兵教
练组宣布不再续约、24 日德阳旌
城足球俱乐部又通过官方微信宣
布暂停收购行为……这让正在全
身心筹备冬训和协调转让细节的
四川安纳普尔那俱乐部总经理马
明宇非常愤怒，甚至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爆粗，表达了自己对其所作所
为的不满。

1月24日下午2：30，四川安纳
普尔那足球俱乐部在微信公号刊登
致对方的“律师函”，谴责对方近几
日的种种不负责任行为。

这份律师函表示：
“一、协议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

经各方签署盖章后即生效，对各方
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敬请恪守协议
条款，积极履行约定义务，以推动协
议的顺利履行；

二、对协议内容各方均负有保
密义务；现股权受让正在推进过程
中，任何一方对协议各方内部的质
疑、问题、解决方式均应在协议各方
内部协商进行；任何一方对未经各
方协商一致或非经官方渠道披露的
单方言论，在媒体/自媒体或其他平
台进行传播并造成的不良后果，应

承担相应责任。
三、我们相信各方所举均以对

四川足球的支持与热爱为初衷，秉
持厚德诚信之原则，所言所行应考
虑法律后果，更应考虑其所产生的
社会影响力。愿各自慎重！”

据了解，在转让协议签订后这
十多天的时间里，除了一纸协议，
德阳旌城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奉伟
灵和他的德阳旌城没有付过一分
钱，12 日给球员补发的工资是四
川省足协垫付的。而几日来，奉伟
灵通过自己的微博发布了一系列
消息，似乎是要“新官上任三把
火”，对球队进行降薪等大刀阔斧
的改革，在激化了与球员教练等人
的矛盾后，又将微博发布的锅甩给

“助理秘书”。甚至在引援以及与
教练组解约等重大事件上，俱乐部
总经理马明宇都并不知情，而只是
由德阳旌城单方面宣布。这不得
不让俱乐部以及球员教练有种被
戏耍的感觉，也让关心支持川足的
球迷感到不满。

目前，距离双方签订协议规定
的10天付款期限还剩3天，据安纳
普尔那俱乐部人士透露，除了频频
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各种信息之外，
德阳旌城在具体转让事宜方面并没
有实际性进展，不得已，俱乐部才发
出“律师函”，以敦促对方按照合同
办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
羽啸 实习生刘雨薇

83岁的何老：
“我会一直跑下去”

2019年成都双遗马拉松报名截止，
83岁的成都大爷何立义成为最大龄跑
者，一直认为自己很年轻的他，没想到

“当选”最大龄。何老年轻时就喜欢长
跑，虽然这两年没有持续锻炼了，但他依
然有自信，可以和家人一起完成乐跑，感
受双遗马拉松欢快的气氛。

1936年出生的何立义，很意外自己
是年龄最大的参赛者：“我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是年龄最大的，都是后来主办方给
我打电话，我才知道。”电话那头，何老的
声音中气十足，很有精神：“其实，我从来
没有觉得年龄是个问题，整个乐跑我能
够和家人一起参加，就很快乐，最重要的
就是感受运动的快乐嘛。”

其实，年轻的时候，何老也是运动达
人，“以前在学校、在单位经常参加体育
运动，啥子长跑、游泳之类的，退休后没
有特别的锻炼项目，平时就白天出去散
散步买买菜。”说起报名的初衷，何老说
是想和家人一起感受一下马拉松的氛
围，“家里的小孩报名参加了，然后说带
着我一起吧，反正那边景色也挺好，就当
旅旅游，和家人一起多快乐啊。”

何老年轻的时候就职于国营 812
厂，“以前就是搞工程、科研方面的。”他
还与川大化学学院有不不解之缘，乐观
豁达爱旅游的何老相信，马拉松不是年
轻人的专利，“我准备一直跑下去，直到
跑不动为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甘露
实习生 刘雨薇

“新东家”不负责？
马明宇气疼了！
安纳普尔那向德阳旌城发律师函

双遗马“第五季”报名截止

往年是美女最爱

上周，成都双遗
马拉松“第五季”
报名截止，不会

说谎的大数据显示，这项成
都人最爱的马拉松再度“爆
满”，继续捍卫“西南第一
马”的荣誉。据统计，和前

“四季”相同，今年的主力军
仍是“85 后”（18 至 34 岁的
跑者），报名人数达到14335
位，接近一半。不同的是，
曾经美女们最爱的成马，今
年很“汉子”，男性跑者达到
61.81%；女性为 38.19%，全
马男女比例更加悬殊，女生
仅占18.33%。

今年“雄起”了！

成都美女跑者双遗马五连跑

她是个婚纱设计师，她是个喜欢看风景的姑娘
她去年横穿阿尔卑斯山夺TOT DRET女子越野冠军

一转眼，双遗马拉
松将迎来第五个

年头，据赛事组委会统计，
在所有报名的跑者中，有
262人将连续5年奔跑在双
遗的赛道上，他们在总报名
人数中占比不到百分之一。

这不到百分之一的人，
和双遗马拉松一同成长。
他们中有“大咖”，也有平凡
人，但在每一个人身上，总
有一段与马拉松有关的故
事，关于勇敢，关于坚持，关
于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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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月获得2018年穿越阿尔卑斯山区越野赛的女子组冠军。

钧月夺冠后展示五星红旗。

主场面对只有单外援的上海队，四
川男篮不仅无法取得一场胜利，场面也
不占优，让人看得着急。1月24日晚，
CBA常规赛第35轮，四川男篮在省体迎
接上海“大鲨鱼”的挑战，最终94：106不
敌对手。

此役，尽管上海队刘炜和弗雷戴特
双双缺席，但斯科拉手感火热狂砍36
分，创下个人赛季得分新高。四川队在
上半场落后的局面下，第三节展开追分，
但无奈第四节内线遭到对手的“完爆”，
颓势已定。

上一轮，四川队客场挑战青岛，凭

借着第四节 33：22 的攻击波，最终以
121：112 逆转取胜，结束了尴尬的九
连败。富兰克林砍下 51分 18个篮板
13 次助攻的大号三双，末节比赛他
独得 13 分，成为球队获胜的首要功
臣。然而回到主场，在上海两名主
力缺阵的情况下，四川队却没能乘胜
追击。

半场结束，四川34：32落后。比赛
的高潮发生在第三节。易边再战，上海
队接连失误，四川抓住机会展开反击，一
度将分差缩小到只有2分。可是好景不
长，末节一上来，上海队的斯科拉和张兆

旭两大内线连续造成杀伤，四川招架无
力，最终输掉了比赛。

赛后，主教练尹逵脸色沉重，认为
是国内球员的思想松懈最终导致了失
利。“国内球员还是没准备好，对手是单
外援我们就松懈了。进攻端打不出自
己的节奏，一段一段的时间不得分。技
战术没有问题，是我们的思想出了严重
问题”。此役砍下14分的国内球员陈
辰同样显得十分沮丧，“是我们自己输
给了自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雨恒
摄影报道

上轮结束9连败 这场又没稳住

川男篮主场输球
被批“思想松懈”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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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川足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