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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马猝死，选手竟是非正式报名参赛

名额有限，蹭跑已成马拉松一大怪相

马拉松蹭跑者，慎跑！

国家体育总局在内部会议宣布：从7

月21日开始，中央巡视组进驻总局办公，

展开近三个月的专项巡视， 足管中心也

将进入到首批的巡视名单之中， 巡视组

也将在7月内赴足管中心了解相关情况。

几年前的抓赌风暴使得原足管中心

主任谢亚龙、 南勇等官员以及一些俱乐

部官员、球员、裁判成了阶下囚，对净化

中国足球的环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

以说，中国足球在经过扫赌风暴后，大环

境已有明显改善，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

就此一干二净了。 青岛足管中心王斌案

交代出的中乙联赛问题， 以及足管中心

领导有关 “今年联赛有出现问题的苗

头，如果发现违规违纪，一定从重处罚”

的发言， 都说明中国足球还存在着一定

的问题。最近还有传言说，中甲联赛中有

可能又有假球抬头， 以上都将是此次巡

视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足管中心只是厅局级， 同巡视

组巡视的部级干部仍然存在着距离，但

这次的巡视工作仍然是净化中国足坛的

关键一步， 因而众多足球圈人士也对此

次巡视寄予厚望。

经历了此前的抓赌风暴后， 足管中

心内部对于此次中央巡视组的巡视还是

比较平静的， 一位足管中心的内部人士

对记者说：“这跟当年的抓赌是两码事，

当时是专门针对足球圈的， 这次中央巡

视组是对广西、上海、青海、西藏、浙江、

河北、陕西、黑龙江、四川、江苏10个省区

市开展常规巡视，同时对国家体育总局、

中国科学院、一汽集团开展专项巡视，足

管中心只是在巡视名单中而已。”

特约记者 甘慧

马拉松赛挑战极限

猝死悲剧屡屡上演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当跑步成为生活方式， 马拉松成为城市

名片，这项运动正越来越流行。但在19日举行

的 “2014张家口·康保草原国际马拉松赛”

上，又出现了猝死的惨剧。赛事组委会发布的

公告称，这名选手是非正式报名参赛选手，使

用了他人参赛号码。事实上，在这次比赛中违

规参赛的选手还不少，比赛官网显示，三个组

别的报名上限是各1000人， 但新华社19日报

道说逾万名选手参加，也就是说，至少有一半

的人是蹭跑的。参加过不少国内、国际马拉松

比赛的选手余德芳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这种

现象并非罕见， 马拉松比赛名额有限让蹭跑

者大行其道，不过也留下更多的安全隐患。

猝死曝光“非正式”选手

这是张家口市康保县首次举办马拉松赛

事，比赛设男女全程（42.195公里）、男女半程

(21.0975公里)和男女迷你马拉松（4.5公里）

三个组别。赛后网上传出有选手猝死的消息，

一时间引发不少议论。20日，赛事组委会在官

方网站发布公告称：“19日比赛当日上午8时

至10时气温为20.1℃到25.4℃。比赛中有一名

选手发生意外。在半程赛道约18公里处，该选

手速度放慢，开始慢走，身体出现晃动，向右

方倒下，晕倒在地。随后救护车及时赶到现场

实施紧急救护， 并将该选手送到康保县人民

医院进行抢救，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

因诊断为心脏猝死。”另据组委会介绍，该选

手是非正式报名参赛选手， 使用他人参赛号

码参加半程项目比赛。 目前组委会正在同该

选手家属协商处理善后事宜。

这个跑友为什么拿别人的参赛号码去跑

马拉松？组委会没有透露，但像这样的“非正

式”选手并不少。康保草原国际马拉松赛的赛

事官网显示， 三个组别的报名上限各是1000

人，但新华社19日报道称，康保马拉松独具草

原特色的比赛线路吸引了逾万名专业选手和

长跑爱好者参加。也就是说，前来参加比赛的

上万跑友中，有一半是蹭跑的。

昨天，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康保马拉松

赛组委会，对于具体的参赛人数，工作人员称

有三四千人， 但之后又说：“组委会负责人不

在，我们并不清楚。”而对于选手违规参赛，工

作人员无奈地表示：“这是国内不少马拉松都

无法避免的，因为马拉松参赛人数众多，不能

像运动会的单项比赛那样进行严格检录。”

名额有限导致蹭跑者多

康保马拉松赛的非正式选手曝光了马拉

松蹭跑现象， 其实蹭跑者现在已经是一个庞

大的人群，经常参加马拉松比赛的人都知道。

成都商报记者昨天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发

现，不少跑友都曝光过自己的蹭跑经历，@格

桑美朵0207去年12月称 “上海马拉松10公里

健康跑蹭跑成功”，@天狼刺去年11月3日说：

“今天蹭跑杭马跑得很开心，很过瘾，最终酱

油成绩3小时20分。”@令狐不冲_� 更是于去

年12月说：“没有报珠海马拉松， 求号码布一

块，到时候去蹭跑。”

曾两次参加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 多次

参加国内马拉松赛的资深跑友余德芳就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 蹭跑马拉松的行为现在很常

见，“因为马拉松都有报名限额， 但喜欢跑步

的人很多，不少没报上名就选择蹭跑。蹭跑一

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没报名去跑，一种是顶

替其他报名者去跑。”

余德芳还表示，蹭跑并不是国内马拉松

才有，“今年波士顿马拉松报名限额36000

人， 但即便设立了报名成绩等苛刻条件，这

个名额也无法满足全世界的马拉松爱好者，

当时也有几千人蹭跑。” 余德芳还提到，新

加入世界马拉松大满贯的东京国际马拉松

赛，名额限制是6万多人，但报名的有六七十

万人， 组委会不得不抽签决定名额，“我都

已经报了两次了，都没抽中，今年我还想再

试一次。”

蹭跑选手安全隐患更大

中国田径协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的

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有35场马拉松 （包括

半程马拉松），还有二十几场和长跑相关的

比赛， 但几乎每个马拉松的报名都人满为

患。通过正规渠道报名的选手，一般都要在

报名时递交健康报告，组委会据此进行人员

筛选，以确保所有参赛者都以健康的状态参

赛。但即便递交了健康报告的跑友都可能出

现心脏问题，何况没有履行正规报名手续的

蹭跑族呢？

余德芳说， 最近马拉松赛出事都是发生

在半程或迷你项目中， 因为蹭跑族大多会选

择这样的距离， 这埋下了安全隐患，“一些蹭

跑者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能力， 或许是带着

体验的心态，所以会跑一定距离，但往往出事

的时候都未意识到身体出问题了。 真正的爱

好者都会选择跑全程马拉松的， 因为马拉松

的概念就是42.195公里。”

� � 伪造比赛号

码布、 专属手环

等混入比赛

用他人的报

名信息顶替参赛

在马拉松比

赛途中混入比赛

目前国内历史最悠久的马拉松赛北京

马拉松正在报名，北马连续7年荣获国际田联

金标赛事称号，近几年报名非常火爆，主办方

也因此从今年改变了以往注册缴费一体化的

报名方式，将报名步骤分为预报名阶段(第一

阶段)、缴费阶段(第二阶段)两步进行，报名时

间从7月18日至31日。 不过报名才开始几天，

网上已经出现了针对北马的组团蹭跑。 在百

度的“跑步吧”，一名叫“爱我是我3”的网友

贴出了《2014北京马拉松特约蹭跑团竞赛规

程（草稿）》，从内容来看，蹭跑已经非常“专

业”。《规程》特别提到，蹭跑组委会将于赛前

发放专属伪造号码布（供大家混入比赛）、专

属手环（作为识别标识），并鼓励大家自行收

集各种赛事作废的芯片绑在鞋上， 以便伪装

得更像一些。蹭跑组委会将于28公里、33公里

处，为蹭跑者提供专属补给，28公里补给站的

收班时间为开赛后4小时，33公里补给站的收

班时间为开赛后5小时。蹭跑组委会为所有蹭

跑者提供物品存放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就如何规避蹭跑族拨打了

北马预报名咨询电话， 对方以此问题比较专

业为由表示要请示组委会负责人， 但截至昨

晚9点记者发稿时，对方尚未回复。

本组稿件由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撰写

蹭跑方式

北马正在报名 网上惊现组团蹭跑

今年的马拉松悲剧

3月30日苏州环金鸡湖

半程马拉松赛 一名25岁女选

手在比赛过程中突然晕倒，抢

救无效后死亡。

5月25日昆明高原国际

半程马拉松赛 20岁的大一学

生在比赛中出现不适， 随即被

救护组送往医院， 经抢救无效

死亡， 另外还有9人均出现不

适就医。

足管中心被列入

中央巡视组巡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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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一

迪士尼经典 追寻逝去的童真

迪士尼经典曾经伴随70后、80后、90后三

代人成长，这些经典内容成为三代人的童年记

忆，并正在影响着00后一代的童年。无论时光

怎么变迁，关于迪士尼经典的童年快乐记忆却

永远挥之不去。

网友“拽拽”说，每个女孩童年的记忆中

总有一个关于白雪公主的梦。白雪公主美丽优

雅，说话温柔，善解人意。白雪公主的形象和故

事成为了她们那个年代的童年美好记忆。时过

境迁， 很多关于童年的欢乐记忆已经远去，唯

有白雪公主的故事还深藏记忆中。“拽拽”说，

遂宁金桥的迪士尼欢乐博览能圆她的童年梦，

一定得去看看。

理由二

弥补遗憾 何必舍近求远？

虽然很多人喜欢迪士尼经典，但又有几个

人真正去看过呢？1990年出生的陈小姐开门见

山地说，在她的记忆中同样有关于迪士尼经典

的美好记忆，迪士尼的卡通动画形象，包括迪

士尼的动画片等都是她童年时代的最爱。和她

一样的很多人一直很遗憾：没能去过迪士尼乐

园， 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迪士尼经典的模样，所

有的经典都停留在记忆的角落。

“这次迪士尼欢乐博览空降四川， 赶紧

去啊，何必要舍近求远呢？”陈小姐说，只要

一百多元，全家人就可去现场感受，即使不去

香港，也能感受原汁原味的迪士尼经典，太超

值了。

理由三

遂宁开迪士尼 北上广知道吗？

遂宁金桥要开迪士尼了？德阳、绵阳、重

庆知道吗？北上广知道吗？最近，在网上诸多

论坛内， 记者发现不少关于遂宁金桥迪士尼

欢乐博览的神帖。不少网友纷纷发帖调侃：遂

宁要开迪士尼了？带孩子、跳广场舞以后有得

玩了？

网友 “喝伏特加的猪” 面对网友发布的

“遂宁金桥迪士尼欢乐博览”8月2日开幕的消

息，直接发问“北上广怎么想？”

理由四

暑期“亲子游”最佳选择

黄先生是一家外企的负责人，平时工作很

忙，读小学的儿子已放暑假，究竟带孩子、老婆

到哪里去亲子游很费脑筋。

“昨天在网上看到遂宁金桥要搞迪士尼欢

乐博览， 真是一个带孩子老婆一家亲子游的

好机会”， 黄先生说， 他专门关注了相关报

道， 成人88元一张票、 儿童票68元一张。“一

家三口如果买的是套票的话， 一百多元就可

玩得开心，很值。”黄先生说。

理由五

6大主题经典场景 绝不能错过

“我已经了解过了，遂宁迪士尼可耍的东

东多”，网友“别问我是谁”在网上晒出迪士

尼欢乐博览的看点。

“迪士尼欢乐博览”将米奇、小熊维尼、迪

士尼公主、玩具总动员、赛车总动员、漫威英雄

这6大主题经典场景在超大室内场地里欢乐集

结。徜徉在米奇区域，领略的是迪士尼经典的

无穷魅力；走入小熊维尼区域，百亩森林里满

是奇妙的探险；在迪士尼公主区域里，女孩的

公主梦将得以实现； 踏足玩具总动员区域，体

验玩具天地的精彩纷呈； 冲进赛车总动员区

域，由麦坤和板牙引路探索赛车世界；漫威英

雄区域中，你可以和钢铁侠、美国队长等超级

英雄并肩来一次神奇之旅。 除了6大主题经典

场景的体验之外，现场舞台区每天还将进行互

动游戏和歌舞表演，动漫明星见面会无疑将是

最受追捧的活动之一，米奇携手米妮、小熊维

尼伴着跳跳虎、 漫威英雄等动漫明星轮番登

场，与大小朋友零距离接触，还能合影留念。将

如此强大的明星阵容聚集一堂，可谓是一次创

举。在“迪士尼欢乐博览”活动中，欢乐就是最

大的主题。在网上，网友们还列举了其他一些

不去会后悔的理由……

详细情况敬请关注活动专题页面：

http://

top.chengdu.cn/acts/2014_fantasy/

成都商报记者

迪士尼欢乐博览下月将在遂宁金桥新区开幕引发网友热议

遂宁金桥迪士尼 不得不去N大理由

招商电话：

1366626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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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

遂宁合创工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遂宁置信置业有限公司

活动地址：

遂宁金桥新区 置信逸都·仁湖花

园（意境区）旁

1

、入场高峰时可能会排队游览。

2

、门票当天有效，出园后又入园，

需再次购票。

3

、每名儿童入园需大人陪同。

读者可登录大麦网成都站、 成都

商报买够网团购门票。

成人票

88

元，儿童票

68

元。

总花费

100

多元就可享受原汁原

味的迪士尼欢乐博览。团购更优惠哦，

各大团购网站均有出售。

1.2

米以下需

购买儿童票，

1.2

米以上需要购买成人

票，儿童需一名成人陪同游览。

0825-2622999/ 2283888

13666261270

大 麦 网

http://item.damai.cn/

69329.html

儿童票

68

元（仅限

1.2

米以下儿童

使用）

单人票

78

元（原价

88

元

,1.2

米以上

儿童及成人使用）

家庭套票

188

元（原价

244

元，三人

使用，至少包含一名

1.2

米以下儿童。）

特别提醒

温馨提示

票务热线

购票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