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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结束前，不少观众都早早
等在了终点线外，但奇怪的是，率先
冲过终点的竟然不是非洲选手，而
这些平时成绩2小时10分钟左右的
非洲选手们也一直不见踪影。国内
著名马拉松经纪人陶绍明就在微博
上称：“南京马拉松，5 个 2 小时 10
分钟左右的高水平非洲选手一个不
见。估计跑玄武湖里面了。”他随后
还回应评论说自己有几个选手参
赛，“现在听说跑错线路了”。

陶绍明是前国家女子长跑马拉
松队教练，火车头体协马拉松队教
练。如今的他是一位著名马拉松经
纪人，负责运作非洲选手来中国参
加马拉松比赛，据陶绍明不完全统

计，2014年在中国已举行的马拉松
赛事中他的非洲团队参赛人次至少
达 300 人次，而近几年国内马拉松
赛事井喷，陶绍明的队员参加赛事
次数更多。据陶绍明介绍，此次参加
南京马拉松的几位“迷路”的非洲选
手就是他旗下的，而他们跑丢的原
因就是因为跑错路线。央视著名记
者冬日那在现场连线时也分析到：

“这五名非洲选手跟错了领跑员，他
们跟着半马的亚军走了。出现这个
问题最主要的原因跟处在最前面的
两个领跑员有关，本次领跑员是按
照 212 完赛成绩跑的。而这五名非
洲选手状态太差了，没能跟上领跑
员，落开了很大的距离。”

南京马拉松
5名非洲选手竟“跑丢”了
南京马拉松进行的当天，仅在中国田协注册的马拉松赛就多达17场
马拉松热背后的重量不重质引人深思

一场声势浩大的马拉松，从迷你跑到半马再到全马，各种打
扮的选手发着自拍享受跑马的乐趣，而领头的非洲选手早早冲过
终点。许多年来，这样的场景都在国内各地不断上演，但在前日进
行的南京马拉松上，获得冠军的竟然是一位蒙古国选手，而他的
成绩也只有2小时31分37秒。两小时半的成绩获得冠军，背后的
原因原来是5位水平2小时10分左右的选手集体跑错路线，这样
匪夷所思的事情在赛后成为外界热议的焦点。

就在南京马拉松进行的同一天，
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同时进行着各种
大大小小的马拉松赛事，仅在中国田
协注册的就达到17场之多。大量马
拉松带来了经济效益和城市狂欢，但
野蛮生长的背后却仍然存在许多不
规范的问题，就连《人民日报》也在发
问：“马拉松赛事是不是太多了？”

4月10日的杨凌农科城国际马
拉松与 5 月 28 日的德兴铜矿马拉
松，各有1名跑者猝死。4月10日的
武汉马拉松，参赛选手中有6849人
次接受医疗服务。3月20日的广东
清远国际马拉松更是被称为“最受
伤”马拉松赛事，两万参赛者中，接
受救治者高达1.2万人次。持续升温
的马拉松“热”，将赛事量质脱节的
问题凸显出来。

11 月 5 日，2016 西昌邛海湿地

国际马拉松又将进行，在此之前，这
项赛事已经成功举办两届。成都商
报记者采访了一位西马组委会工作
人员，在他看来，目前国内马拉松赛
事太多，但真正专业的运营公司却
非常少，大量赛事的运营公司并没
有相关经验，这也造成了赛事不规
范，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马拉松赛
事从报名、赛道规划再到安保、医疗
保障，工作繁琐，一旦出现疏忽可能
会造成严重后果。近几年来，许多城
市开始效仿举办马拉松，从当地政
府到赛事运营方很多都缺乏经验，
这也给赛事的安全造成一些隐患。
马拉松赛事的蓬勃发展体现了人们
对于健身的逐渐重视，但只有让大
家在舒适、安全的环境下进行比赛，
赛事的举办才有意义。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南京马拉松上，非洲选手跑错
路线引发圈内外关注。如何才能保
证马拉松比赛中选手不跑错路线，
中国田协马拉松办公室副主任、马
拉松赛事管理专家石春健也从专业
角度进行了解析，在她看来，前导
车、检查车和重要分流口的工作人
员是最重要的三重保障。

1、前导车

前导车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
计时的作用。车上面有个计时器，选
手可以看见自己的时间，以此来控
制自己的配速，但这个作用其实是
其次的。它的第二个也是最主要的
作用是给第一集团指引正确前进的
道路。

2、检查车

检查车的位置在第一集团的后
面，它的职责一是检查裁判所履行
的职责，观察选手是不是按照规则
在比赛，比如说出现碰撞、故意阻
挡，检查裁判是否第一时间进行阻
止。职责二是去预判和播报选手的
成绩。比如今年伦敦马拉松，冠军在
前30公里是破了世界纪录的，检查
裁判把这个成绩及时播报上去，国

际田联派过来的官员就会在 30 公
里处见证这个纪录的诞生。

3、重要分流口工作人员

如果队伍越拉越开的时候，前
后的车都照顾不到的话，这个时候
就需要使用到重要分流口的工作
人员。比如前半程就是一个重要分
流口，布置裁判的时候，就要布一
组人。这个时候，其实人比指示牌
重要，指示牌对于现场的工作人员
会起到帮助的作用，但是对于第一
集团起不到帮助的作用。因为第一
集团的选手都跑得很快，根本没有
时间去识别指示牌，所以这个时候
就需要一组裁判去指引。同时，重
要分流口的指示牌，提前 1 公里就
要出现，每隔 100 米就出现一次，
有牌子的地方就要有人。从这几个
角度去保障第一集团的选手不会
跑错，前面的人不会跑错，后面也
就不会错。在她看来，“南马是第二
届，没有经验，对于裁判来说，可能
以为跑在最前面的就是第一集团，
虽然领跑员带了 pacer 的标，但说
不定裁判不认识这个英文呢。所以
这个就是比赛经验的问题。以后引
以为戒吧。”

一天17场马拉松
野蛮生长背后有隐忧
“赛事太多，但真正专业的运营公司却非常少”

出错原因：裁判与非洲选手沟通不畅
“赛道设置及标识合理清晰，但因裁判员与非洲运动员

沟通不畅，故在全马半马分道处方向错误，耽误了一定时间，
虽然被及时纠正，但仍影响了非洲运动员成绩。”

赛后，不少网友调侃几名非洲
选手是看南京风景太美，所以来了
个玄武湖半日游。不少人认为造成
此事的原因是赛道标识不清楚。比
赛结束后，赛事组委会也对外界的
争论进行回应称“赛段设置及分流
中英文标识合理清晰，裁判按照工
作要求进行选手引导，但因裁判和
现场志愿者与非洲运动员语言上的
沟通不畅，故在全马半马分道处指
引方向错误，耽误了一定时间，虽然
被及时纠正，但仍影响了非洲运动
员成绩。在此，组委会向造成不便的
选手表示歉意。”

而赛事组委会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组织者说，作为跑者其实也应该

尽量熟悉下场地，这次出了这样的问
题也是多方面的原因，今年是南京马
拉松举办第二年，也是第一次在城市
核心区比赛，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
足之处，组委会一定会总结经验教
训，相信未来南京马拉松会越办越
好。昨日，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
时，陶绍明表示已经和组委会就跑错
路线一事协调好，但对于具体如何处
理他却并没有透露。

实际上，马拉松跑错道并不只
有在中国才会发生。2013年在英国
的一场 5000 人参加的马拉松比赛
中，除了第一名以外，其余选手全部
跑了错误路线导致没有成绩，而主
办方也在赛后承认自己工作失误。

陶绍明：已和组委会就跑错一事协调好

跟错领跑员？5名非洲选手跑错路

冷 思 考

要想选手不跑丢
三大保障不可少

专 家 说

路边的观众为迷路的非洲选手指路

全马半马分道处放置有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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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君 教授，中国老年医学学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胡雯 教授，中国老年医学学会
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会长，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

李楚漪 教授，中国老年医学学
会学术部主任

程志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
与食品安全分会总干事

姚颖 教授，中国老年医学学会
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副会长，华中
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临床营养科
主任

张勇胜 教授，中国老年医学学
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副会长，广
西医科大学临床营养科主任

裘耀东 教授，中国老年医学学
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副总干事

周芸 教授，中国老年医学学会
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常委，大连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

杨大刚 教授，中国老年医学学
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常委，贵州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

饶志勇 副教授，中国老年医学
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常委，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营养科

“千金难买老来肉”
体重适宜才是真

10月15日，服务于美国三
大职业联盟一流球队的资深
康复专家布莱恩·伯奇（Bry-
an Bertsch）受术康医学运动
中心邀请，首次来到中国，来
到成都，将美国精准的康复理
念及运动康复标准带到中国。
同时受邀来到现场交流的嘉
宾还有我国台湾萧中正医院
康复专家，成都三甲医院医
生、职业运动球队队员、健身
大咖等近百人。当天，布莱恩
还为3位运动损伤术后康复者
进行了现场评估及康复指导。

布莱恩来自全球著名的
医学中心康复基地——美国
贝勒医学康复研究中心，擅长
骨科及心脏康复。其不仅服役
于价值40亿美元的美国橄榄
球队——达拉斯牛仔队，还为
大量NBA球员、足球运动员
和田径运动员提供训练及运
动损伤康复。

“过去30年里，我看到了
各种因为贝勒康复和预防计
划的‘最佳实践和循证护理’
而受益的人群。”布莱恩表示，

“术康在中国使用的正是这种
模式。他们的项目将在中国康
复医学及预防医学领域建立
系统的康复模式和标准。”
健康运动的根本
在于拥有良好的心肺功能

近年来跑马人群越来越
大，由于不懂得科学运动及自
身状况，由此产生的运动损伤
和猝死事件越来越多，这让大
众逐渐意识到安全运动的重
要性。“很多人觉得跑马只是
跑跑步而已，并不知道它其实
是一项高危运动，心肺功能检
测对即将参加剧烈运动的人
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都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布莱恩称，“在
这一点上，术康十分认同我们
的观点，并主动引入贝勒医疗
康复标准体系。直白地说，这
个体系能让早期康复者尽量
避免打针吃药，而是通过获得
科学、个性化的运动康复计
划，提升心肺功能，进而回归
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科学运动能够提升心肺功能

有效预防疾病发展
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组织

编撰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5》中指出，中国心血管病率
处于持续上升状态，全国每5个
死亡人中，就有2个是死于心脑
血管疾病，而脑血管病成为中
国男性和女性的首位死因。

贝勒医疗系统旗下的心血
管医院每年门诊接待30万人，心
脏移植手术200多例，全球一流
康复治疗水平。随着术康医学
运动中心的启动，亚健康人群
和运动爱好者在此能够获得精
准、个性化的心肺功能测评及
科学合理的医学建议；骨科术
后和高强度运动人群可获得骨
科术后康复、身体机能评估、运
动损伤康复及预防等服务；心
血管疾病者、“三高”及糖尿病
早期患病人群可获得全面的心
肺功能评估、专业的心脏康复
及预防训练等服务。
改变传统医疗观念
享受国外同等康复服务

纵观国内医疗行业，康复
领域还存在很大空白。术康联
手在心血管疾病、运动医学领
域独具权威的国内医院，协助
院内医生定期参与贝勒医学
中心的交流学习，同时不断引
入国外优质医疗资源。这将为
国内康复领域提供更多的专
业康复人员，国内各地的老百
姓都能方便、简单地享受到与
美国贝勒同等康复水平的心
肺功能评估及运动康复服务。

面对面的诊断与康复方
案制订更能保证科学与准确，
帮助康复者更快更有效地恢复
健康。在治疗过程中，线上的康
复课程将作为有益补充，康复
者在亲临线下门店之外，可以
直接通过App接受专业指导，
按照课程设置自主进行康复练
习。不论康复者身处哪里，都能
够得到优质的科学运动方案，
也许这预示着中国传统康复观
念即将面临巨大改变。
咨询电话：400-9932-111
术康医学运动中心地址：成都
市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航天
科技大厦8层01号

星光熠熠
中国顶尖营养学专家齐走红毯

本次论坛以“关爱中国中老年健
康——合理营养，享‘寿’健康”为主
题，来自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
安全分会的多名中国顶尖营养学专家
出席。平日里形象严肃、总以白大褂示
人的专家们，在论坛上身着盛装走上红
毯，受到观众“明星般”的追捧。

在论坛上，胡雯、姚颖等多位营养
专家为现场三百多位观众开展了公益
讲座，围绕“中老年人日常如何进行合
理营养搭配”这个话题，进行了详实、专
业和贴近生活的健康分享。中国老年医
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陆君强调，营养
不只是营养师的事，更不是“营养不良”
后才需要考虑的事，希望普通人在日常
生活中都来关注营养膳食的知识，用科
学的一日三餐来防病治病。

白皮书揭示：
中老年人群面临三大健康威胁

论坛现场发布了《中国中老年健康
状况白皮书》，由姚颖教授现场为观众们
做了专业解读。《白皮书》揭示，中国中老
年人群目前主要面临认知健康、心血管
健康和骨骼健康三方面的健康风险。伊
利欣活奶粉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以上三
种中老年人群的主要健康风险，因此荣
获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
会的“中老年营养食品科技进步奖”。

从认知功能障碍和老年痴呆的流
行情况看，患病率呈现逐年提升的趋
势，而且女性发病率显著高于男性。在
心血管病方面，6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患
病率高达39%的水平，且男性死亡率比
例高于女性。过去20年，中国人群因心
脏病死亡的构成比例快速增长。数据显
示，心脏病死亡在女性中成为首要死

因。在骨骼健康上，中国中老年人骨质
疏松患病率50岁以后开始显著增高，髋
骨骨折发病率随着年龄增加而急剧升
高，且女性高于男性。

中老年人膳食结构
不宜一成不变

胡雯教授认为，每个人在不同年龄
都有不同的适宜体重，中老年人的新陈
代谢会发生变化，膳食结构不宜一成不
变。中老年人要定期体检，关注体重与
各种健康指标变化之间的关系，提前预
防健康风险。张勇胜教授认为，通过合
理的营养摄入可以降低上述三大健康
风险，在所有天然食物中，乳类是中老
年人最重要的营养来源之一。姚颖教授
称，中老年人群从乳品中获益最大的营
养主要是蛋白质和钙类，常温奶即可满
足。此外，灭菌充分、保质期长的常温奶
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群的日常使用。

现场300名中老年人
近半数人“乳糖不耐受”

论坛现场开展对老年人营养摄入
的小调查，现场300名中老年人中，近半
数人群在饮用牛奶后都有以下反应：打
嗝、肠鸣、腹泻、腹胀等，甚至有些老年
人群不得不放弃牛奶。姚颖教授表示，
这些都是乳糖不耐受的常见症状，这并
不是一种疾病，只是体内分解乳糖的酶
不足，造成乳糖无法完全消化。专家建
议，中老年人群可以选择低乳糖的乳制
品，比如舒化奶。

（王欢）

服务于美国三大职业联盟一流球队的资深
康复专家首次来蓉

“科学运动”才是治疗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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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老年健康状况白皮书》西部首发 中国顶尖营养专家现场解读

前天（16日）上午，在由中国老年
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主办、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协办的中国营养学
专家“高峰营养论坛”在成都举行，论
坛上还解读了《中国中老年健康状况

白皮书》，解读威胁中老年人群的三大
健康问题：认知健康、心血管健康以及
骨骼健康问题。据悉，该《白皮书》在西
部首次发布。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
与食品安全分会会长、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胡雯教授澄清了
中老年营养健康误区“千金难买老来
瘦”，并首次提出“千金难买老来肉”的
观点，建议中老年人应该保持适宜体
重。本次论坛还邀请了中国老年医学

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陆君、中国老年
医学学会学术培训部主任李楚漪等中
国顶尖营养学专家就“老年人健康“的
话题，奉上一场丰盛的“健康盛宴”。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摄影记者 张直

参会专家名单>>

胡雯教授正在进行公益讲座

胡雯教授接受采访

专家表示：通过科学营养降低中老年人健康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