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不下来的马拉松
49 岁的王文超是中钢集团邢

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一名工人。
2011 年初， 第一次挑战全程马拉
松，到现在，已经是第 5个年头。郑
开、东营、太原、北京、衡水、上海、
兰州……王文超每年都多次参加
国际或全国赛事。

在市体育馆，几乎每个清晨，
王文超都来训练。 即使是今年刚
入伏时的酷热天气， 他也没有间
断。 汗水顺着双腿流到鞋子里，训
练结束时，鞋子都会滴水。

42.195公里的跑道，是一个个
生命极限？ 还是不断地超越自我？
王文超自己也说不清。

首次成功挑战
2010 年冬天， 王文超已坚持

了两年长跑。 每天早晨，沿着市体
育馆的跑道跑上 20圈， 不算什么
难事。

经常坚持长跑，王文超与范兴
利相识了。 范兴利多次参加马拉
松比赛，是邢台民间马拉松队的队
长。“你跑得那么好，试试跑马拉
松吧。 ”范兴利说。

当年 12月， 王文超报名参加
了次年 3 月的中国郑开国际马拉
松赛。 可到底能不能完赛，他心里
并没有底。

王文超逐渐加大训练强度。
2011 年春节后的一天， 他沿着达
活泉公园内的水泥路，跑了 18圈。
“每圈两公里多一点，差不多就是
全程马拉松的距离。 ”王文超说，
这次拉练让他有了信心。

3 月 27 日，从郑州出发，沿着
笔直的郑开大道，一路跑向开封。
“3小时 54分。 ”至今，他仍记得当
时的成绩。

坚持奔跑就是超越
跑过全程马拉松的人都知道，

36公里，是一个极限。
跑到 36公里，体能所能无几，

终点遥遥在望。坚持？还是放弃？脚
步越来越沉，呼吸越来越重，身边
一个个停下来的参赛者，都在考验
着意志力。

王文超也不例外。“真的想过
放弃。”他说。那是在北京国际马拉
松赛上，36 公里时， 跑到奥体公
园。公园里，道路曲折起伏，本身就
很难跑。 一个个选手开始步行，还
有的选手跑步动作已经变形。王文
超的体力也所剩不多，更受煎熬的
是意志力。

咬咬牙，再坚持一把，再坚持
一会儿……王文超不断给自己打
气。 最难的时候，就是可以超越的
时候。 超越别人，一个个选手被甩
在身后；更超越自己，多跑一步，就
离终点更近一点。

跑起来风景格外美
近几年，本市业余马拉松运动

发展很快，王文超一直是成绩最好
的选手之一。

年轻时，王文超并没有体育特
长。 接触跑步之前，他甚至是个胖
子。 拿出 2008年办理的二代身份
证，他的面部还有双下巴。

去银行办业务，银行质疑王文
超拿着别人的身份证。参加技师考
试，几个监考老师，都来核对他的
身份证。结实的身材，饱满的精神，
与几年前比，王文超判若两人。 跑
马拉松带来的改变，显而易见。

“我并没有什么天分，就是合
理训练，然后不断坚持。 ”王文超
说，42.195公里的跑道， 并不是专
业运动员的专属。

一开始， 跑步是为了健康，后
来，跑步就成了习惯。 每天都要跑
10 公里以上， 一天不跑就好像少
点什么。

脚下的路， 一步步向后延伸。
跑起来，风景呼啸而过，格外美。

� � 认识范队长，是在 2011年冬天。 他带着一些马拉松
爱好者来参加公益活动。

“他叫范兴利，跑马拉松的。”别人这样介绍他。至今
都忘不了，那个高个子、脸庞长长的、笑起来一脸真诚的
范队长。

普通人也能战胜 42.195 公里
� � 42.195公里，算得上极限运动。普通人，不是专业运动员，可
以挑战吗？ 本市越来越多的跑者证明，可以。

在范队长的努力下，本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马拉松。马
拉松全程长 42.195 公里，挑战全程需要极大耐力和毅力。 对于
业余跑友来说，马拉松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精神，一种面
对生活的态度与追求。

“身体素质差不多，再坚持训练，马拉松并不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 ”范队长经常这样鼓励大家。坚持训练，其实很枯燥。每
天早晨，跑步，5 公里、8 公里、10 公里，坚持着，逐渐加大训练强
度。 到了一定程度，继续加大跑步强度，尝试跑半程，直到全程。
从开始跑步，到尝试全程马拉松，一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单调枯燥的训练，一个人很难坚持。 范队长建了 QQ 群，他
每天早晨招呼大家一起跑步，不定期组织大家到七里河、达活泉
公园等地方拉练。 人多了，单调的训练也别有乐趣。

本市业余马拉松队伍
从无到有
� � 再后来，是 2012年元宵节。寒冬里，起
了个早，7 点半，从家里赶到守敬南路七里
河桥头。范队长组织本市 50多位长跑爱好
者进行拉练， 备战半个月后的首届邯邢马
拉松赛。

范队长，名叫范兴利。当时，他已经带动
本市很多人跑马拉松，并参加比赛。 从无到
有，邢台业余马拉松队逐渐建立起来，队伍
逐渐壮大。 范队长、老范，大家这么称呼他。

那次拉练， 范队长带记者跑了 3大圈。
从守敬南路七里河大桥，向南穿过桥，再沿
河岸向西到钢铁路大桥，穿过桥，沿七里河
风景观光绿道回到守敬南路大桥，一圈下来
是 4.2公里。“注意呼吸，脚下不要停。 ”范队
长不断叮嘱长跑要领，甚至显得有些啰嗦。

发现有长跑兴趣的人， 范队长就开始
“游说”，希望别人尝试马拉松。一旦真的加
入，他必定悉心指导。 平时怎么训练，逐步
加大跑步强度， 直到初次参加全程马拉松
比赛。很多新人的第一个全程，都是范队长
带着完赛的。

那一年，从春到秋，本市的马拉松爱好
者们跑遍了“一城五星”，他们还到全国各
地参加马拉松赛事。 组织报名，收报名费，
联系车辆和住宿，范兴利从不推辞。他的小
本本上，记满了各个注意事项。

跑起来的时候，范队长经常是笑着。 随
着步伐，快乐的情绪总是感染跑友们。 每次
比赛，他希望跑出更好的成绩，却并不囿于
成绩。“我希望越来越多的邢台人了解这项
运动，并参与进来。 ”范队长经常说，这才是
他的目的。

尝试过才知道跑道的魅力
� � 业余选手参加比赛，拿不到可观的奖金，参赛费用和食宿费
用要自己承担，还要调整工作时间。

马拉松，哪里在吸引普通人？ 是挑战全程的自豪感？ 还是战
胜对手的成就感？ 这些都是原因，也都不全是。

一位首次参加北京马拉松的本市跑友说， 跟众多国际高手
同一起跑线，跑步穿过天安门前，赛事志愿者的服务，完赛后奖
牌，这一切都那么美妙。 马拉松跑道的魅力，只有尝试过，才知
道。

北京、上海、厦门、兰州……在范队长的带动下，本市跑友们
参与了全国各大马拉松赛事，其中有不少是国际 A 级赛事。 比
赛时，如果不需要带新加入者参赛，范队长常扛着一面红旗跑全
程。“河北邢台”，简单的字代表邢台人来了。

越来越多的邢台人认识了马拉松，成功挑战马拉松。遗憾的
是，2014 年 4 月，范队长意外去世。 很多跑友，一直对他念念不
忘。

跑道仍在，等待着更多人来尝试。

本报记者 田晓丽 文/图

永远的范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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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超
停不下来的奔

本报记者 田晓丽 文/图

� �“什么？ 马拉松？ 我能跑下来吗？ ”
2010 年冬天，在市体育馆的跑道上，王文超第一次被鼓

动跑马拉松，回忆起 5年前那一幕，他记忆犹新。
42.195公里，从来没有尝试过跑那么远。怀疑自己，是王

文超下意识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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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校区：邢台市冶金北路 1200 号,乘市内 31 路公交车工商局站下车北行 800 米即到。 联系电话：2616668
南校区：邢台市建设大街 186号（钢铁路与建设大街交汇处），乘市内 3、17 路公交车工业学校站下车即到。 联系电话：7336789�

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邢台现代职业学校招生
（原邢台市工业学校、农业学校、财贸学校联合组建）

★全日制普通中专：开设教育类、加工制造（含汽车）类、财经商贸类、信息技术类、农林牧
类等五大类二十多个专业，重德育，尚技能，保就业。

★“3+2”中专、大专连读：三年中专，两年大专，五年拿到全日制大专毕业证。 学制短、费
用低、专业强、就业优。

★“3+4”中专、普通本科连读：作为河北省首批、邢台市唯一中职与普通本科分段培养试
点学校，我校与河北农业大学签订了分段培养协议，学生在中专学习三年，
考核测试合格后转入本科院校学习四年，分段颁发普通中专和普通本科毕
业证书，享受当年本科毕业生同等待遇。

★“3+4”中专→本科韩国留学班：我校与韩国东洋大学签订联合办学协议，进行国际交
流与合作，学生取得我校中专毕业证后，可到韩国进行四年本科的学习。 其
优势在于：教育部承认学历；留学手续便捷，签证率高，经济担保要求低；费
用低廉（在韩一年学费、食宿费、校内意外保险费仅 37790元）；专业设置广
泛，就业面宽；学习生活环境舒适等。

因工程建设需要，省道定魏线灾害防治工程，
起点桩号 K182+200 终点桩号 K183+953， 全长
1.753公里。 半幅施工，半幅通行。 施工时间：2015
年 8月 6日至 2015年 9月 30日，请过往车辆减速
慢行。 注意交通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施工给您带来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邢台交通综合执法支队 邢台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2015年 8月 7日 2015年 8月 7日

施工公告注销公告
邢台市合欣盛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1305002001563）， 成立日期：2004 年 2 月 16
日，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希望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
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协商办理。
如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即视为弃权，公司注销将按法定实施。

特此公告
邢台市合欣盛商贸有限公司

2015年 8月 8日

石安改扩建工程邢台南收费站改扩建施工计划 2015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
20 日实施，届时邢台南收费站京港澳高速公路进口封闭，京港澳高速公路北京
转邢台匝道封闭。车辆请绕行邢台收费站、东马庄收费站等收费站。施工带来不
便，敬请谅解。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