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奔跑 让我找回青春的感觉
周凤全

奔跑，能让你焕发青春，找回青春的感觉。这

是真的!没有过奔跑经历的人会不相信，只有切身

体验的人，才能感受到追逐青春的魅力。

我是1962年出生的，年龄早已过半百，青春

的感觉已尘封在遥远的模糊记忆中。要不是参加

吉林日报酷跑团，真不知道自已已逝去的青春是

啥模样了。

今年 5 月，我们报社成立了酷跑团，为参

加长春马拉松比赛做准备。在30多人的团队

里，我是年龄最长的，最小的队员是1992年出

生的，我们年龄相差 30 岁。我们酷跑团建了

一个微信群，每天都发一个午休约跑的通知，

社领导带头，大家积极踊跃。在一个月的跑

步训练中，无论烈日炙炙，还是刮风下雨，大

家都坚持跑步 30 多分钟。在这个团队中，你

能感受到“坚韧、激情、快乐、协作、团结”精

神。凡是参加长马和吉马赛事的队员，无一

人掉队，全都跑完预定的赛程。而且每个人

神清气爽，朝气蓬勃。

通过参加马拉松比赛，我体会到坚持奔跑，

就能战胜自我，找回自信，找回逝去的青春。一

个人无论年龄大小，只要坚持奔跑，就能焕发出

青春活力，就能克服一个又一个难题。坚持奔

跑，岁月就不会变老，青春就会永驻。

参加酷跑团队吧，坚持奔跑不停步，这里

能找回逝去的青春，让激情永在，让健康伴你

左右。

“跑马”是个什么“鬼”
王立新

去年春，当首届长春国际马拉松即将到来时，

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跃跃欲试，一直张罗着报名参

加、业余训练。我就不理解,“跑马”是个什么

“鬼”？受那累图个啥？

自诩还是个体育迷，对马拉松精神很认同。

尤其看到那些有铁一般意志力、大汗淋漓、在终点

栽倒不起的选手，我发自内心地敬佩。

敬佩归敬佩，实不想参与，源自内心有俩

“鬼”：一是真跑不了。别看身强体壮，好打个球游

个泳啥的，可一旦真跑起来，千八百米就口干舌

燥、胸闷气短，挺遭罪；二是觉得会无聊。假设自

己能跑，但跑那么长时间，看似人多挺热闹，其实

沿途只能听着自己的喘息和耳旁的呼啸，多没劲。

但内心这俩“鬼”，今年被驱散。

2018长马，吉报由总编辑领衔、成立“酷跑

团”参赛。报社有十几位同仁主动参与，其中，

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有刚刚入职的“新手”，有

走路都打晃的“大师”，还有娇小柔弱的“萌

妹”。看着谁也不如我啊。我这小心脏啊，不安

分了。

尤其比赛那天，当以观众身份，看着吉报“酷

跑团”冲过终点，大家尽情享受着成功的喜悦，浑

身散发着青春的律动时，我终于坐不住了。吉马，

我必须来！

长马过后，吉报“酷跑团”迅速壮大，仿佛一眨

眼工夫，就发展到几十个人。大家午休人不休，一

起奔跑、并肩前行。单位后院一条跃动的长龙，成

为一道新的亮景。

社领导带头，大家互相鼓励、加油打气，传授

经验、交流心得，没有一个掉队的。看着柔弱的妹

子都在坚持，我也是拼了。这一拼才知道，我是真

行。从最开始的咬牙挺30分钟，训练两周后，我

竟可以起下高调，快速冲两圈。这一刻，我不仅突

破了自我，更重拾了信心。

吉马如约而至，我们吉报“酷跑团”如约而

来。这一次，在喧嚣的长龙里，我们尽情感受团队

的力量、享受酷跑的愉悦、体会健康的脉动、欣赏

沿途的美景……

人生，不正像一场马拉松，没有下定决心的突

破、没有咬紧牙关的拼劲、没有跨过磨难的曲折，

你就永远不会知道，生命可以如此精彩。

“跑马”，不管你是个什么“鬼”，我都爱上

你了。

吉报记者赛道飞
张彬彬

不久前，报社成立了酷跑团，在长春马拉松惊

艳亮相，今天又出师吉林马拉松。几十名编采人

员冲上跑道，过去的采访人，现在变成马拉松选

手，并且列成绿色方阵，统一团服，一起奔跑，跑在

队伍前面的是陈耀辉总编辑，这是多么激动人心

的场景啊，一时引来关注目光无数。

媒体人成为被采访对象，这在省内、国内恐怕

是独一无二吧？

马拉松真的太火了，竟然波及到省报。我是

报社老员工，对马拉松着迷，怎能不立即归队，参与

其中呢？我的愿望几乎闪电般地实现，这不，与报

社酷跑团一起开赴江城，参加我的第九场马拉松。

其实，不光马拉松，这两年报社不仅新闻宣传

出新出彩，文体活动也十分活跃，因为新一届领导

都是文体活动的活跃分子，他们带着报社人员一

起策划各种活动并积极参与，羽毛球、排球、篮球、

足球、乒乓球都纷纷建立团队，每有赛事，响者云

集。整个报社的氛围活跃起来了，人的精神面貌

都不一样了，同事们拼命地工作，拼命地锻炼。我

常常羡慕，怎么我在岗时没遇到这样好的工作氛

围啊，那我可就玩飞了，出去旅行也不用像地下工

作者似的偷偷摸摸，出去探险也不是不务正业，我

不仅玩转地球，说不定还会作出些什么幺蛾子

呢？报社就应该是个最前沿最活跃最时尚的的群

体，那样才有朝气有战斗力呀！好在，我还算赶上

好时候，这不，火线加入酷跑团，兴趣爱好也受到

总编的表扬。好运当空照，花儿哈哈笑。莫非我

多年修炼，真的成了正果，报社的好事落不下我，

只要有个愿望，就会芝麻开门。

跑在吉林马拉松的跑道上，想到耀辉总编辑

战前动员的一番话，说得真给力：跑步是一项能让

你发生改变的运动，它能让你变成一个更积极的

人，它能让你变得更自信、更乐观、更有毅力、更强

壮，咱们培养的记者不就应该这样子么？我忽然

领悟，将那种乐观向上、健康快乐、永不放弃的马

拉松精神带到工作中，看似组团玩，其实是在培养

一支能打硬仗的编采队伍。这才是他的”醉翁之

意”呀。

心中有爱，感恩常在。感谢吉林马拉松，让我

看到报社同仁在跑道上的风采。我加入酷跑团，

相信会把我的马拉松爱好发挥得更到位。

弥补遗憾 弥足珍贵
张政

还记得两周前在长马赛场上，眼睁睁地看着

吉报酷跑团的勇士们英姿飒爽，激情澎湃地从我

眼前奔驰而过，那种赛场外“孤独”的滋味久久不

能退去，当时就狠狠告诉自己没有后悔药可吃，不

要再给自己留下遗憾。老天眷顾，两周之后，吉马

给了我弥补遗憾和突破自我的机会，这一天对我

个人十分重要，让我的人生更加精彩和完整。

青山脚下，松花江畔，人潮涌动，群情激荡，3

万人的长跑大军在一片欢呼声中浩荡前行。在雾

凇之都，这一次，我可以大声告诉世界——吉马，

我来了。马拉松让我深深地体验到了挑战自我、

挑战极限的刺激和快感，满满的幸福感和收获感

荡漾在心头。

无论是比赛还是训练，酷跑团的勇士们用实

际行动感染着我、激励着我，让我鼓足勇气在马拉

松赛道上留下自己的足迹。总是说不要输在起跑

线上，但这次马拉松让我切身感受到，起点不同，

你的世界也许会完全不同，那些还没有站在起跑

线上的人也许就会更“不同”。没练没跑之前，感

觉马拉松遥不可及，更不敢想能够跑完，但当你融

入这项运动中，会发现跑着跑着就喜欢上跑步，喜

欢上和你并肩向前冲的人。更弥足珍贵的是，在

你努力的过程中，找到与你志同道合的伙伴，为了

一个方向共同努力，这种经历是那样的值得留恋

和美妙。

当然，你只有自己努力了，别人才有理由去帮

你。马拉松让我体会到左脚叠右脚的坚持，体会

到下定决心向前冲的果敢和完成目标的喜悦。感

谢酷跑团的伙伴们，是他们用实际行动鼓励我站

在了赛道上，是马拉松给了自己在奔跑中深度思

考的机会。相信“挑战自我、超越极限、坚忍不拔、

永不放弃”的马拉松精神也会在自己今后的人生

中常伴左右、不断前行。

下一站 你好
米韵熹

6月 10日，坐标吉林。初夏的江城，草木葳

蕤，风朗气清。在这样一个再美好又平常不过的

清晨，我踏上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马拉松之旅。

没有想象中的拥挤喧闹，没有大赛将临的紧

张氛围，当跟随着吉林日报酷跑团来到指定集合

地点的时候，我们立即被现场欢乐的气氛所包围、

感染。耐心有序地排队等候，一浪高过一浪的挥

手欢呼，这样的环境里，你很难不对即将开启的赛

程充满期待。

7点30分，随着一声发令枪响，3万余名选手

一同从起跑线鱼贯而出。我加快脚步紧跟其中，

一边奔跑，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享受着这项全民

运动所带来的快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就不

擅长运动的我渐渐体力不支，双腿如同灌了铅般

沉重，每一步都堪称一次跋涉。“放弃吧，反正已经

掉队了。”当步伐越来越沉重，放弃的念头渐渐在

心里萌生。“调整呼吸，放慢速度，不要和别人比，

就当这是一场和自己的较量。”队友看出了我的力

不从心，跑过来给我鼓劲加油。一句简单的话语，

却给予我无限的力量，在队友的鼓励下，我开始渐

渐找到了自己的奔跑节奏。

距离终点1000米、500米、100米……当迈向

终点的那一刻，万千思绪一并涌上心头。这其间

有喜悦，更有不舍。喜悦的是，我终于突破自己，

完成了人生中第一场马拉松；不舍的是即将和这

一段美好的旅程告别。其实细细品味，马拉松何

尝不是一场精悍的人生缩写。我们不只要有开始

赛程的决心，和不断前进的坚持，更要拥有挥别赛

程的勇气。再美的赛道，终要奔向终点；再不舍的

相聚，总有离别的时刻。

我们珍惜当下，更无惧未来，因为每一段赛

程，我们都全力以赴。下一站，你好！

素简马拉松
史琳禾

言之为素，因持之以恒。说其为简，是简约而

不简单。

此时彼刻，素与简是我对“马拉松”理解与形容。

2018年5月22日，正午的天气有些阴凉，一

场大雨呼之欲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吉报酷跑团

的跑步训练计划，一行人在狂舞的风中认真地坚

持着步伐，而我在这一天加入了跑列。

5月27日清晨四点多，蒙蒙亮的天显得泛白，

雨慌忙地下着好像激起了地上的晨雾，一切变氲、

清澈又有几分未知的神秘……那场被期待已久的

2018长春国际马拉松的比赛备战在弦。我所在

“吉林日报酷跑团”的领导和同事们在寒凉的风雨

中完成了赛程。

当天，我是守在终点等待的观众，见到了很多

马拉松跑者的笑脸，有畅快的喜悦，更有战胜自我

后的平静淡然，以及一种在路上的状态。

6月10日，吉林市马拉松开跑当天清晨江水

边晨风袭袭，有着浅夏特有的清爽。

进入马拉松赛道后，才发现，这个恒久的运

动主题早已经被很多商企应用到企业文化中；许

多孩童随父母到达现场；还有爱心姐姐为他们手

绘彩色图文，一张张笑脸让吉马动感活力，色彩

纷呈……每当航拍机飞向人群的时候，每一位吉

马跑手都高高举起手臂挥舞着呐喊、欢呼，洋溢

着饱满的热情和生命力……这本身就是美好生

活所独具的斑斓多彩。

真正在赛道上跑步的感受不同于练习，需要

适应人群的阻力和障碍，以为的奔跑其实更近于

穿梭于人群间，但正是这种共同的感召才平添了

仪式感，专心方向，专注呼吸，而终点也许仅仅是

意味着到达，在过程中感受自己，感受同行，记忆

恒久，芬芳一生。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

折。”依旧用素与简来形容“马拉松”，用简约与坚

毅来理解“马拉松”，体悟马拉松，奔跑过“吉马”，

在奔跑中对照自己的本心删繁就简，这个过程未

必只可断舍离，而不忘初心，方可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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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过
姚文辉

当生命之树

再也结不出

上铺的兄弟和同桌的你

这样的果实

就让我们从座位上

连根拔起

开始奔跑

跑吧

一起跑吧

还有机会

为日后攒下一份

我们共同拥有的

经典记忆

邓丽君的歌声老了

金庸的武功废了

琼瑶的爱情也已消散

当所有的故乡和时光

都成了回不去的从前

同窗叙旧

战友聚会

发小重逢

都成了往事的往事

我们还可以

凭借一起跑过

与当时的自己

再度相聚

做一个见证人也好

一起吹吹风

一起淋淋雨

一起见证柔软的光线

一起见证粗暴的色彩

一起见证吃力的味道

甚至见证

隆重而悲壮的摔倒

留下一些

过往的美好

跑吧

血液中激情涌动

跑吧

心胸中风云又起

跑吧

为了能够奔跑时的所有欢喜

跑吧

为了无法奔跑时的一切欣慰

奔跑

真好

6月10日清晨，康乃尔·2018吉林市

国际马拉松赛在美丽的松花江畔激情开

跑。来自全国各地的3万名选手参与了

赛事，共同领略了吉林市“林碧水秀”的城

市风景、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文气息。

从早上6点开始，大批热情的参赛选

手从四面八方向起点集结，身穿橙色赛事

服的选手们如同一股暖流向同一个目标

汇聚。鸣枪，起跑。冬奥会冠军武大靖、

李坚柔在吉马大军之前举旗领跑，随后紧

跟着的“大部队”冲出起跑线，人潮涌动，

蔚为壮观。

今年是吉林市第三次举办国际马拉

松赛，本届吉林国际马拉松赛以“奔跑中

国·美丽中国”为主题。吉林国际马拉松

路线景色宜人，全程沿松花江畔展开，沿

途包括著名的江城大桥、乌拉主题公园、

天主教堂、雾凇大桥、龙潭山公园、北山公

园等风景名胜。此次比赛共设置3个项

目，分别为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以及5

公里迷你马拉松。

在迷你马拉松终点，赛道围栏边上站

着一排身穿绿色上衣的志愿者，其中一位

清秀的姑娘是来自吉林化工学院的学生，

名叫刘倩倩。她对记者说：“我们凌晨4点

30分就到这里进行准备工作，我是一名大

三的学生，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参加吉马志

愿者，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在

无私奉献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人

生观、价值观，如果以后还举办马拉松的

话，我还会当一名志愿者。”她与同学们整

齐站成一排，伸出大拇指一直为选手们加

油鼓劲，成为吉马赛道边一抹亮丽的风景。

来自吉林日报酷跑团的选手们冲过终

点，吉林日报总编辑陈耀辉在接受采访时

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吉林市举办

这届马拉松赛非常有意义，以马拉松这种

形式来展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

就，同时也展现了江城日新月异的巨大变

化。我们组建吉报酷跑团积极参与这次活

动，就是想以奔跑的激情，讲好改革开放的

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吉林故事。”

在垂柳依依的松花江畔，江风拂面。

除了“最美赛道”外，吉林市还向全世界展

示了它独具魅力的群众体育活动。在赛

道沿途，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

活动及展示相继上演，跑友们在畅跑的同

时，欣赏城市的美景。本届赛事在沿途共

安排了20余处群体表演点，共有超过万

名群众参与到群体表演活动中，3000人的

大型太极拳表演，1500人跳起欢快的健美

操，在江面上由180人进行的水上摩托

艇、尾波板表演……全方位展示了吉林市

群众健身方面特色与精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吉马男、女全程的冠

军也随之产生。本届吉马的完美举办，让

众多马拉松爱好者和跑友用脚步丈量了吉

林市这片热土，分享了跑步的快乐，并向全

世界展示了吉林人的热情和城市的壮美。

“悦”马江城 怀抱山水
——2018吉林市国际马拉松侧记

本报记者 张宽 付林楠2018吉林国际马拉松鸣枪起跑，冬奥冠军武大靖现身，

高举“奔跑中国”大旗引领3万跑者起跑。武大靖是2018年

平昌冬奥会冠军、短道速滑男子500米世界纪录创造者，此

次他回到成就自己辉煌事业的“起点”，让现场无数跑友和粉

丝兴奋不已。领跑结束后，武大靖更是成为众多跑友的“背

景墙”，人们都在为能在他身前合影而雀跃。

这不是武大靖第一次参加“奔跑中国”系列赛事了，今

年3月4日，在“奔跑中国”2018赛季首站，“奔跑中国·一带

一路”主题第一站2018贵港国际马拉松上，武大靖就担任

领跑者。这次担任2018吉林市国际马拉松赛事的领跑者，

武大靖更显从容。

作为领跑者，武大靖表示：“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人从家里

走出来，参与到全民健身运动当中，希望我的加入给大家带来

更多的正能量。”关于深受大众喜爱的跑步运动，武大靖说：

“因为跑步是最基本的运动方式，我认为也是最缓解身心、锻

炼身体的一种运动方式。其实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梦想进行

奔跑，我是一名运动员，我的梦想当然是在竞技场上。希望通

过参加马拉松，让民众感受到奥运精神，希望以全民健身的方

式，激励新时代每一位奋斗者迈开步子向前冲。”

武大靖：用奔跑带动正能量
本报记者 董博 实习生 李金昊

冬奥会冠军武大靖和李坚柔接过“奔跑中国”大旗，领
跑2018吉林市国际马拉松。 本报记者 付林楠 摄

在 6 月 10
日举行的吉林
市国际马拉松
比赛中，吉林
日报酷跑团以
顽强的毅力和
坚韧不拔的决
心，取得了优
异成绩。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