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4日上午，2019
年成都马拉松新闻发布
会暨启动仪式在北京进
行，发布重磅消息：成都
国际马拉松更名为成都
马拉松，成为世界马拉松
大满贯候选赛事，也是中
国首个世界马拉松大满
贯候选赛事。

全世界跑者
下一站， 成都？

成都马拉松在成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
联盟候选赛事过程中做了哪些努力？今年
的成马在赛道上会有哪些新变化？成都市
体育局局长熊艳在发布会现场接受了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的采访。

熊艳介绍，成都从2017年提出“建设世
界赛事名城”目标，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不断
优化体育基础设施，不断引进举办重大国
际体育赛事，大力加强全民健身运动的蓬
勃发展，大力发展体育产业，通过这一系列
的举措让成都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世界赛

事名城。
对于今年成都马拉松在赛道上的新变

化，熊艳介绍，成都有着4500年历史，2300
年建城史，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座建成以后
城名未变，城址未改的城市。去年成马的主
题是“穿越四千年，遇见新成都”，沿途经过
了金沙遗址、琴台路、合江亭、九眼桥、欧洲
中心、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等成都地标。
从赛后的反馈来看，跑友们对于这条赛道
是非常满意的。

“这条赛道寓意着从成都4500年的历

史，跑向成都的未来。”熊艳说。
她介绍，“成都给跑者呈现最大的底

气是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众多的名胜景
点。”因此今年的赛道相比去年不会做太
大改动，但是会按照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
事对于赛事路线的标准和国际惯例，在
2018年赛道基础上进行调整优化，凸显成
都天府文化，优化跑者赛道体验。秉持让
跑者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个原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张炎良

继波士顿、伦敦、柏林、芝加哥、
纽约、东京之后，

全世界跑者的梦想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是自2006年设

立的世界顶级马拉松巡回赛，包含六
个年度城市马拉松赛：波士顿马拉松、
伦敦马拉松、柏林马拉松、芝加哥马拉
松、纽约马拉松、东京马拉松，以及两
年一次的世界田径锦标赛马拉松和四
年一次的奥运会马拉松，代表当今马
拉松运动的最高水准。

由于世锦赛和奥运会大众选手基
本无缘参加，因此，参加波士顿、伦敦、
柏林、芝加哥、纽约、东京这6座城市的
马拉松就成为全世界跑者的梦想。

大满贯给人带来的印象是职业性
强、影响力广，职业性不仅体现在选手水
平高、比赛激烈方面，还有商务体系完
善、赛事组织到位等诸多方面，而影响力
则体现在业内口碑佳、传播力广等方面。

一线城市、三年考核
要跻身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成为世

界第七大城市马拉松赛，门槛非常高。
按照WMM规定，中国的马拉松赛事入

选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要满足的条件包括：
一线城市；经过三年严格的审核和观察；足
够多的选手和观众等。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董事总经理蒂
姆·哈兹玛表示，“想要成为一个大满贯赛
事，需要多方合作，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条
捷径可走。评估一个城市的马拉松赛事能否
进入大满贯，不仅是要看一场简单的赛事，
还要看很多部门的合作与城市公共系统，比
如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对运动员的服务等
诸多环节的合作情况，这将是一个复杂的评
估系统，因此评估的时间会非常长，不同城
市和赛事的评估时间也不尽相同，但基本上
都需要3到5年的评估时间才能最终确定。”

“成都将绿道、公园、人文景点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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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Darsylee，中文名吴昊，一位来自澳大利
亚的29岁帅小伙。因为喜欢三国文化，2014年8月，
Darsylee放弃澳大利亚年薪1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
50万元）的工作，来到成都学习中文，一待就是近5
年。现在，Darsylee不仅是Brighter国际英语的校
长，还是一名抖音红人，靠着分享成都生活和成都
美食，Darsylee在8个月里收获了94.2万粉丝。

谈成都人：街上大爷拦下我，说我很帅

5月10日下午，记者在牛王庙附近一家咖啡
厅里见到了Darsylee，他背着一个黑色背包，穿着
条纹衬衣休闲裤，金色头发向右斜分，露出光洁
的额头。与抖音视频里做着夸张表情外向逗逼的
他不一样的是，现实中的Darsylee并不是一个多
话的人，他的说话声音偏小，采访中途忘记中文
表达时，他会不好意思地笑着捂脸，“我其实不是
一个特别外向的人。”笑完后他说。

Darsylee与中国结缘源于一款以三国历史为
基础的日本游戏，Darsylee非常喜欢。后来他看了

《三国演义》的英文版书籍和电视剧后，更加着迷
于中国文化，“想来中国看看”。2013年，22岁的
Darsylee来中国旅游，在上海待了两天后来到成
都。“我不喜欢很大、节奏很快的城市，所以上海
我只能待两天，但成都我可以待上一个礼拜。”

“成都人很友好。”提及第一次来中国旅游，除
了觉得成都“很休闲适合生活”外，成都人也给
Darsylee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Darsylee在成都
街头碰到一个老爷爷，老爷爷拦下他，告诉他很帅，
这让Darsylee很吃惊，因为在澳大利亚，“没有陌生
人会在大街上拦下你，只是为了称赞你很帅”。

一年后，为了实现之前在大学里定下的“到
国外找个喜欢的事情做”的目标，也为了“改变一
下自己，重新开始”，Darsylee辞掉澳大利亚的工
作，来成都学习中文。而在这之前，Darsylee在澳
大利亚从事了三年环境管理顾问的工作，年薪为
十万澳元（约合50万元人民币）。

谈中文名字：缘于受邀到朋友老家过年

Darsylee目前在朋友开的Brighter国际英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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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爱好者

他与中国结缘源于一款以
三国历史为基础的日本游戏。后
来他看了《三国演义》的英文版
书籍和电视剧后，更加着迷于中
国文化，“想来中国看看”。

校长

他在朋友开的Brighter国际
英语学校里任国际校长，主要教
4-8岁的孩子学英语，此外，他还
给一些初中生和成人上课。

抖音红人

他在抖音上的第一个视频
是和朋友戴着熊猫头饰在人民
公园喝茶，第二个视频是朋友在
人民公园掏耳朵，一开始只是“想
随便玩玩”，没想到火了。现在靠
着分享成都生活和成都美食，他
的抖音账号上已有94.2万粉丝。

美食爱好者

他最喜欢的是宫保鸡丁和
甜椒肉丝，不仅会吃，他还会做。
“澳大利亚喜欢把鱼像薯条一样
炸起来，什么都没有，但是在中
国吃烤鱼，不仅味道丰富，里面
什么配菜都有。”

宫保鸡丁 我最爱吃

成都的意志
消息公布后，很多跑友不约而

同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是
成都马拉松——这个仅仅举办了3
年的赛事。成都地处中国西部内陆
地区，要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核心
节点，必须释放出超人的城市意志，
呈现出比北上广更强烈的渴望。体
育就是成都的选择。

事实上，越是成功的体育赛事，
就越是呈现体育影响、商业力量和
城市意志三者汇流的趋势。以网球
为例，四大满贯赛事不仅成就了网
球令人咂舌的商业价值，更是造就
了全球闻名的体育都市。

近年来，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
城，积极地争取国际性赛事举办权。
世警会、世大会、世乒赛、世运会等
赛事的相继落地，体现了成都的决
心和意志。而随着这些国际性赛事
的举办，成都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
度将得到提升，为大满贯的推广创
造有利条件。其次，成都在举办大型
赛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成都马
拉松自运营两年来，共有超过54个
国家和地区的48000名跑步爱好者
参与其中，是中国马拉松赛事中不
可忽视的新兴力量。而成都双遗马
拉松则已连续举办4年，2017年获
得了“成都年度城市事件”奖。

凸显天府文化
优化跑者体验

市体育局局长
谈2019成马赛道新变化：

去年10月底，世界马拉松大满贯
联盟代表团就专程前往成都，考察成
马的筹备情况和成都的城市文化，对
成都的文化和成马的赛事筹备给予
了极高的评价。

世界铁人公司总裁安德鲁·梅
西克表示，一个城市本身的文化积
淀是大满贯联盟要考察的第一步，而
成都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还有着很多
时尚元素和美丽宜居的环境，“成都
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个花园一样的
城市、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对跑者来
说具有极大吸引力。”芝加哥马拉松
赛事总裁凯雷·平克斯基也表达了同
样的看法，他认为成都的文化积淀
非常浓厚，希望成都的马拉松赛事
能够成为大满贯之一，促进大满贯

联盟的发展。
而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董事

总经理蒂姆·哈兹玛则重点点赞了成
都马拉松赛道的设置：“将绿道、公园
以及成都的许多人文景点都串到了
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赛道
设计，是对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的
一次充分展示。通过比赛将成都展现
给大家，展现给世界。我觉得这是一
场马拉松赛事，能给一座城市带来最
好的一面，以及最大的支持。”

伦敦马拉松赛事总裁休斯·布莱
西则表示：“成都是中国马拉松市场
很大的一部分，我们会尽力帮助中国
的城市加入大满贯。如果成都的马拉
松赛事能够加入大满贯，那将是件非
常棒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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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里任国际校长，主要教4-8岁的孩子学
英语，此外，他还给一些初中生和成人上
课。事实上，相比英语教师这个身份，抖音
红人其实是Darsylee身上更显著的标签。

Darsylee做视频的经历可以追溯至
2016年，还在大学学习中文的Darsylee“想
要改变自己，更自律一点”，于是开始在B
站拍摄成都生活的视频，兼做游戏直播。

去年9月，Darsylee的澳大利亚朋友来
成都玩儿，建议他试试拍摄抖音视频。第
一个视频是Darsylee和朋友戴着熊猫头饰
在人民公园喝茶，第二个视频是朋友在
人民公园掏耳朵，一开始只是“想随便玩
玩”，没想到这些视频受到粉丝的热烈追
捧，在惊讶的同时，Darsylee觉得可以坚持
做下去。现在，靠着分享成都生活和成都
美食，Darsylee的抖音账号上已有94.2万
粉丝。

Darsylee的中文名是吴昊，这样一个
很“中国”的名字，背后也有一段有趣的故
事 。2015 年 ，第 一 次 在 成 都 过 春 节 的
Darsylee在满大街找不到一个营业的馆子
和看不到几个人后“惊呆了”，百无聊赖的
他被一位吴姓朋友邀请着去他老家过春
节。此后，在中国的每个春节，Darsylee都
随这位吴姓朋友回了凉山老家。

“他父母及朋友对我很好，那里就像
我在中国的家。”Darsylee决定换掉以前音
译的“达西”的中文名，取一个更有意义的
名字。后来，这位吴姓朋友的叔叔找了一
位算命先生，在先生列出的一长串名字
里，Darsylee选择了吴昊。

谈成都美食：从牛肉面到宫保鸡丁

刚来成都时，为了学习中文，Darsylee
会找来一些美食图片，学会发音后去餐馆
点菜。他学会的第一个中文菜名是牛肉
面，“那几个礼拜吃的都是牛肉面”。

除了火锅、冒菜、串串这些火辣的成
都美食，Darsylee最喜欢的其实是宫保鸡
丁和甜椒肉丝，不仅会吃，他还会做。

和成都美食比起来，Darsylee觉得澳
洲的食物“还是太清淡了”。

“在中国吃烤鱼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情。”Darsylee告诉记者，同样是吃鱼，澳大
利亚的吃法和成都的吃法有着天壤之别。

“澳大利亚喜欢把鱼像薯条一样炸起来，
什么都没有，但是在中国吃烤鱼，不仅味
道丰富，里面什么配菜都有。”

Darsylee常常带外国朋友和家人到成
都寻觅美食，他的母亲已来过三次成都，

“比起父亲，退休前曾是记者的母亲显然
适应能力更强”。

Darsylee提起52岁的母亲第一次来成
都时，曾带她吃了碗红汤牛肉面，因为不
懂成都美食，以至于母亲将整碗汤都喝光
了。而到了去年圣诞节，第三次来成都的
母亲已经可以在火锅桌上教父亲用中文
说“好吃”了。

而让Darsylee选择留在成都的原因，
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与文化有关。“可能
很多人会自觉适应并热爱自己的本土文
化，但我不一样，我更喜欢成都的文化。”

除了热爱三国文化和成都本身悠闲
的城市特质，Darsylee认为，成都还有更多
机遇，可以让他“经常做一些从来没做过
的事，不断挑战自己。”

Darsylee提到，在澳大利亚，人们在工
作日和工作时间之外是不会再工作的，

“但中国人很努力，悠闲中带着紧迫感，这
是一个奇妙的融合”，这也是他更喜欢成
都的原因。

“我很喜欢成都，现在还不想回澳大
利亚。如果你要问我什么时候回澳大利
亚，可能下一辈子吧。”Darsylee笑着告诉
记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彭祥萍

Darsylee：和成都比，澳洲的美食太清淡

课堂上的Darsy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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