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我是第二次走百公里”、“这次第8次
了吧”、“我是第4年参与百公里”……

4月22日， 2018年湖南 （春季） 百
公里毅行结束。 从2007年开始， 湖南百
公里已走过11个年头， 每一年的毅行，
除了大量新鲜“血液”， 还有不少多次参
加的“老司机”。 百公里究竟有何“魔
力”， 这些“老司机” 又与百公里发生了
什么样的故事？

22日上午9时25分， 一个熟悉的面
孔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过本次百公里的
终点， 成为第一个到达的毅行者。 他就
是去年湖南 （秋季） 百公里的冠军： 在
天津读博士的刘帅。 今年第二次参加的
他， 经验更加丰富， 最终成绩也比去年
提高了10分钟。

去年刘帅已独占鳌头， 为何今年再
次挑战？ 刘帅告诉记者： “去年有幸成
为第一人， 但是第一次参加， 还不过瘾。
也因为去年在终点， 我答应了现场结识
的一位朋友， 今年还会再来。 参与， 就
全力挑战； 允诺， 就兑现承诺， 这是我
理解的毅行精神。” 现场， 他也再次见到
了那位朋友， 两人愉快地谈起去年的约
定， 感谢百公里带来的奇妙缘分。 那位
朋友表示： “再次见到他既震惊又感

慨！” 她还透露， 刘帅是打着“飞的” 来
参加百公里的， 下午两点他就要乘坐飞
机返回天津。

本次百公里共有18000人报名， 日
语老师徐正义或许是参与次数最多的一
位。 从2014年开始， 他已是第8次参加
百公里。 从第一次的紧张兴奋， 到如今
的乐在其中， 百公里于他而言不是疲累
煎熬， 而是轻松享受。 “百公里是一次
身心从工作生活中的脱离， 什么都不用
烦、 不用想， 就是往前走。 心无旁骛，
怡然自得。” 徐正义说。

4年来， 徐正义发动身边的很多朋
友， 包括一些日本友人一起参加百公里。
对他而言， 百公里就像是一位老朋友，
每年都按时相聚一次。

“水在那边， 上厕所的请往左边
走。” 湖南工业大学大四学生郭坤鹏是本
次百公里的志愿者， 负责终点处的接待
工作。 “我熟悉毅行者们抵达终点后的
状态和需要， 能更好地服务他们。”

郭坤鹏算是百公里的“铁粉” 了。
大一的时候， 他就慕名参加了百公里，
而且一连走了3次， 大四后他又以志愿者
的方式继续“走” 在百公里。 “4年来以
不同形式参与百公里， 已经有了这个情
结。 不管是走百公里， 还是服务百公里，
都有不同的收获， 都是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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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倜

从1995年首届CBA联赛开始， 辽宁男
篮倒在总冠军奖座面前的次数达6次之多。
这一次， 他们终于没让冠军旁落———4比0
横扫浙江广厦，畅快地享受着王者的滋味。

而就在8个月前， 辽宁男篮夺得等待
了58年的全运会冠军。2017-2018赛季的
所有经历，注定载入辽宁篮球史册。

43岁的郭士强青丝变白发，昔日略显
轻狂的少帅已成为临危不乱的老帅，带领
麾下战士终于圆梦； 总决赛第4场贡献了
19分、8个篮板、5次助攻的郭艾伦赛后泣
不成声。除他们外，韩德君、刘志轩、李晓
旭、赵继伟等人亦为球队夺冠做出了巨大
贡献……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辽宁人。

本赛季13人本土球员阵容中 “自家
人”达到11人，辽宁男篮是整个联赛中本
省球员最多的球队。职业化运作之下的联
赛，像辽宁队如此“血统纯正”的球队并不
多见，“土生土长”的血脉传承、自小结下

的“革命友谊”、根深蒂固的“家乡情结”，
让这支球队比别的劲旅更多了一份凝聚
力与归属感。

刚刚“封神”的哈德森与巴斯亦是球
队夺冠的功臣，但如今的CBA不再是外援
一手遮天的境况，想要保持球队绵绵不断
的生长力，本地球员强大的凝聚力更应成
为一种原始动力。现在的辽宁队，“土生土
长” 的球员大有人在：31岁的韩德君最年
长，正处于职业生涯巅峰；郭艾伦、李晓旭
正值当打之年， 小将赵继伟正在迅速成
长。 加之辽宁作为我国篮球运动的大省，
有着深厚的后备人才积淀。 可以预见，这
支“东北范儿”十足的球队未来几年在人
员问题上无需太过操心。

“要想把队伍成绩稳定住，最重要的
一点，是我们的球员需要留在辽宁。”郭士
强赛后感叹道。登顶CBA的辽宁男篮要缔
造新的王朝，保住“冠军阵容”将成一个新
课题，因为他们很清楚，“土生土长”的力
量意味着什么。

�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肖京陵 冯丽萍）目前，在江苏南
京仙林训练基地里， 我省田径短跑项目
的“希望之星”、来自永州市的全英瑞，正
积极备战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男子4×
100米接力项目。他是该项目国家集训队
大名单中最年轻的运动员。

全英瑞1997年11月出生，2013年在永

州市体育学校开始从事田径训练， 一年后
进入省田径队。 全英瑞能够入选国家男子
4×100米接力队集训队大名单，与他今年
比赛状态极佳分不开。今年3月23日，在全
国室内田径锦标赛总决赛男子60米决赛
中，全英瑞以6.59秒成绩荣获第2名；4月16
日，在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比赛中，全
英瑞获得男子100米决赛第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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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百公里连续举行了11年， 累计
报名参与人数超过15万人次。 每年的参
与者中 ， 都有很多 “熟面孔 ”， 不少人
是 “二刷”、 “三刷”， 有的次数更多。

徒步走上近100公里 ， 虐不虐 ？ 肯
定虐。 为什么还有人反复参加？

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理由 。 但是 ，
每个人都从毅行中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东
西， 有的是挑战成功的内心喜悦， 有的
是一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更多的是一路
走来的所感所思。

各种各样的获得感都很美妙， 所以
湖南百公里才会口口相传， 不断有新人
加入进来； 也才会有 “回头客 ”， 愿意
“自讨苦吃”， 一次又一次踏上熟悉的征
途。

湖南百公里的 “魔力 ” 到底在哪
里？ 一千个人， 有一千个答案。 你的答
案是什么？ 只有参加了才知道。

下一次湖南百公里， 你来吗？

●记者手记

乐在“虐”中

“土生土长”的力量

永州小伙全英瑞“跑进”国家集训队
备战雅加达亚运会男子接力

� � � � 据新华社伦敦4月23日电 2018年伦
敦马拉松赛组织者透露，22日结束的第38
届伦敦马拉松赛跑过终点的人数首次超过
4万人，达到40255人，比去年的纪录又增
加了768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完赛者87岁。

伦敦马拉松赛今年在多个方面都创造
了历史新高。 首先， 申请参赛的人数超过
38.6万人， 比去年多了13万多； 其次，有
41003人踏上了42.195公里的征程， 比去
年多了近千人，只有700多人未完成比赛。

今年的比赛也是伦敦马拉松历史上气

温最高的一届比赛， 创下这样的纪录也充
分说明人们对伦敦马拉松赛的热爱。

今年的比赛还创造了34项吉尼斯世
界纪录， 其中是很多人冒着高温穿着各种
各样的服装扛着道具完成的， 其中一位叫
罗伯的参赛者装扮成电影《阿甘正传》男主
角的样子，以2小时36分28秒的成绩跑完了
全程，这个成绩甚至达到了精英组水准。

来自美国的施威策是历史上首位参
加波士顿马拉松的女运动员，71岁高龄
的她跑完全程用了4小时44分49秒。

伦敦马拉松完赛人数首超4万
年龄最大者87岁

� � � � 4月22日上午，湖南百公里毅行队员前往终点株洲体育中心。 傅聪 李健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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