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第安纳波利斯马拉松赛（Indianapolis Marathon，
以下称印地马拉松)，被Runner’s World杂志评为2015年
全美最好的十个马拉松之一。她是Indianapolis的三大
马拉松赛事之一（其他两个分别为5月的全美最大的半
马比赛OneAmerican Mini Marathon和11月的Monumental 
Marathon）。印地马拉松迄今已办了19届，今年的赛事
是第20个年头了。

据说从明年起Indianapolis和Monumental合并在
Monumental名下。所以这次是最后一届以Indianapolis
的名义举办了。权衡再三，决定报Indianapolis 
Marathon，否则明年就没有机会了。我们印跑团一共8
个人报名参赛，全部都参加半马，其中Yingyi，海涛和
我还是首半马。

赛前教练王天就叮嘱我，一定要warm up充分，第一
迈不要太快，pace应该是830。第二至八迈，保持8分。
第九迈后加速到8分以内，这样才能完成145的目标时
间。

比赛日早上5点半起床，老婆大人已经把早饭
Oatmeal和拌咸鸭蛋做好，心里一阵感动。吃完早饭，
然后穿带好一件件的装备。早晨的气温还真冷只有2摄
氏度，按常理穿好长裤、长袖和手套。带上准备好的帽
子，备用鞋，Garmin跑表，心率带，race chip，BIB号
码，一个GU能量胶等等，

这时门铃响了，约好同行惠荣已到，7点10分我们就
到了停车场，从停车场步行到出发地要大约10分钟，感
觉好冷。还好到了gear check地和大部队会合，发现居
然那里生上了火堆。从西卡car pool来的朱昆、海涛、
李杰已经在那里了。

这时天虽然还没有完全亮，但已经人头攒动了。大
喇叭里放着有节奏的音乐，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比赛的
气氛。和大家聊了一会儿，我得按计划warm up了。脱
下外套，漏出了这周刚做好的印跑团队服，蓝色的运动
体恤，正面印了一个中文字 （每人选的字都不一样，
我选了个“勤”字），加上IN，代表我们所在的印第安

纳州，看上去很精神。慢跑了20分钟左右，回到原来的
火堆，只看见海涛和李杰套着垃圾袋在跺脚，样子好
可爱。海涛已经报了下个月的Monumental全马，跑了
好几个18和20迈了，很有实力。一问他的目标时间，
他说打算145。那太好了，这正是我的目标时间。我们
一拍即合，就一起跑了。这时侯已经8:30了。Elite
准时出发，很快corral A也放行了。又等了一分钟左
右，corral B出发。我和海涛在8:32整垮过出发线，同
时按下我的Garmin跑表的start按钮。

 今天全程一路上都是人，头一迈都不大能迈开腿。
在0.7迈左右，看了一下pace，在850左右，比预定的要
慢。我就跟海涛说，“咱们得想办法杀出一条血路啊”
，只见海涛向右一斜，找了条大一点的缝，就冲了出
去。到第1迈时，pace 832。忠实地执行了赛前计划，
完美的第一迈！

第二迈就进入了Fort Harrison State Park，跑在
平坦的Shafter R哦啊d上。按照计划继续提速，先过了
350/155的pacer，在1.9迈时追上了340/150的pacer，
在确认了他前面再也没有pacer了后，跟他说了bye 
bye。第2迈 pace 753。

第三迈从Shafter Road出了公园，转上了Boy Scout 
Road，经过了第一个“邪恶”的坡。这时反复提醒自己
和海涛，不要太快，结果 pace 819，放水放得多了。 
后来我看了一下其他strava 跑者的记录，大部分人在
这迈的pace都降了。看来我们算正常发挥。不过毕竟3
迈过后，稍稍落后于预定计划，心里知道接下来要提速
了。

三迈过后，坡也完了，心率呼吸都调整过来了，稍
稍加速。第四迈转上56街，碰上了第二个坡，56街上的
长坡。这个坡赛前没有发现，挺长。从老远看过去，有
点可怕，可到了跟前，也没觉得啥。第五迈比较平缓。
第4迈 pace 743。第5迈 pace 745。

第六迈的时候，按预定计划补水。海涛造访水站，
还撕了个GU。我则把从出发就一直拿着的半瓶瓶装水光
了。我平时训练的时候，一般会在4.4迈和6.6迈看一下
时间。因为那分别是总里程三分之一和一半儿的地方。
这次6.6迈在Lee Road的时候，记住了check，时间是
52:20。第6和第7迈的pace完全一样，749。半程过后，
状态仍然强劲，时间也好过预期，心里知道预定目标应
该没啥问题。

穿过了一小段草地后再次进入Park。这时我们开始
欣赏公园美丽的景色。往trail的右边望去，一大片树
林一直伴随着我们的跑步大军。树叶虽然还有，但已掉
了很多了。虽然失去了不少树叶，可得到的是五颜六色
的秋色。树林里安安静静的，没有一个人，只有我们的
跑步声。

 从第七迈后进入公园，开始注意到一个人。这哥们
儿大概从五迈左右就一直出现在我们前面，不远也不
近，大概五米左右。他个不高，上身赤裸，露出古铜色
的皮肤。黑白相间的头发告诉我他大概在五十岁以上。
步伐强劲有力。我跟海涛说，“一定得把这小老头超
了，半裸着上身在我们前面一直晃悠，实在受不了这个

刺激。” 海涛后来在侧面看到他原来是跑全马的。跑
全马的在前段一直保持和我们一样的速度，说明他有
sub340的实力。在经过几个回合的拉锯战之后，终于在
9.3迈成功把他超越。离开前忘了看他的BIB号码，希望
他最终能跑出好成绩。

第八迈和第九迈一路向西在公园中穿行。第九迈时
经过Delaware Lake。第九迈路过Aid Station时，按计
划进行了第二次补给。按照水和Gatorade交替的原则，
我和海涛都补充了Gatorade。第十迈再次经过了第三迈
跑过的Shafter Road，不过这次没有向西跑出公园，而
是向东折返再回公园。往东跑了一会儿，看见了后面的
大军正在向西跑我们刚才跑过的路。我和海涛就使劲观
察有没有队友跑过来。跑了0.2迈左右，直到要和北面
的路分开了，也没有看见他她们。估计应该是快的已经
跑过，而慢的还没有跑到。这时路边一个貌似工作人员
的人和我们说话，赞赏大家这时仍然步伐有力，我响亮
地回了一句，“Absolutely！”。就是要用洪亮地声音
告诉他，我们仍然很轻松。后面一位男子语气则很幽
默。他说 “I can’t believe we have to pay to do 
this!“。搞得大家哄堂大笑，气氛变得轻松了许多。
第8、9、10迈的pace分别为736、739和752。比预定的
要快不少，这为第十一迈的最艰难的坡打下了基础。

 第十一迈再次经过Delaware Lake。只不过这次
trail从湖的南面绕行。10.5迈终于迎来了第三个，也
是最陡的一个坡。这个坡应该有15左右的角度。虽然已
经降速，但仍然感觉艰难。波士顿马拉松有一个著名
的“伤心岭”，我想这个坡也应该够这个称号吧。这样
的坡需要使用短跑的肌肉群，也就是大腿的力量。而大
腿的力量是我的软肋。还好，得益于我练三项，长距
离公路自行车也练过不少。不就0.2迈不到吗，咬牙挺
过。跑这个坡，又超了不少人。这让我想起了一位三项
教练说的话，“If it’s hard for you, it’s hard 
for everybody“（你觉得难，大家也会觉得难）。终
于到了坡顶，调整呼吸和节奏，为最后两迈冲刺作准
备。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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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联合营救出70名人质 
一美国军人牺牲

美国部队和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的
联合营救行动救出了70名即将被伊
斯兰国激进分子处死的人质。但是
在伊拉克北部的这次浴血战斗中，
一名美国军人受伤身亡。这是在
持续了一年的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
子的行动中，第一次有美国军人牺
牲。

五角大楼军方官员表示，那些被
美国部队和伊拉克“敢死队”救出
的人质之前一直被关押在伊斯兰国
组织的一座监狱中。五角大楼的一
份声明说，有消息称，这些人质即
将被大批处死，因此发动了这次突
袭。

目前还不清楚那名在行动中牺牲
的美国军人的身份。相关报道称，
他在战斗中受伤，在被转移到伊拉
克的安全地带不久后死亡。

70名被救出的人质包括大约20名
伊拉克安全部队成员。美国方面的
声明说，伊拉克部队俘虏了5名伊斯
兰国武装分子，还有一些伊斯兰国
活动人士被打死。

印媒:印度在雅鲁藏布江
建水电站欲遏制中国项目
印媒称，2009年夏初，中国启动

有争议的雅鲁藏布江（印度称布拉
马普特拉河）藏木水电站的建设工
程。中国刚好用了6年时间设法在西
藏自治区的雅鲁藏布江拐弯处筑起
一道重力坝，就在雅鲁藏布江经由
阿鲁纳恰尔邦（即我藏南地区--本网
注）进入印度前。

《印度快报》网站10月21日报道
称，差不多在中国启动这项工程的
同一时间，印度开始阿鲁纳恰尔邦
14项水电合同的授予程序。阿鲁纳
恰尔邦大部分处于布拉马普特拉河
下游，对印度来说，中国藏木水电
站工程的意义远远超出它是布拉马
普特拉河上的第一座大坝。印度时
间紧迫，因为印度必须在布拉马普

特拉河下游建立一个水力发电项目
来确立自己的“下游权利”，从而
建立有力的讨价还价地位来遏制中
国在河流上游修建水力发电项目。
按照优先占用原则，江河水的第一
使用者具有优先权。目前，中国拥
有优先权，而印度在阿鲁纳恰尔邦
的14个水电工程全都停滞不前，尚
没有一个项目开工，且13个项目因
缺少环保许可而受阻。唯一没有了
环保障碍的项目又因缺乏资金受
阻。

日本冲绳大批民众抗议安保
法 反对美军基地搬迁

据日媒报道，反对美军普天间机

场(位于冲绳县宜野湾市)搬迁至名护
市边野古和反对安保相关法的约500
名民众(组织者公布数据)本月21日在
那覇市的冲绳县政厅前召开集会，
喊出了“绝对不允许建设边野古新
基地”、“反对战争法”等口号。

据报道，冲绳县议员仲宗根悟指
出，县内外反对边野古搬迁计划的
民意高涨，并指责“安倍政府无视
民意”。他就安保相关法表示：“
要求废除该法的声音不绝。追求民
主主义的活动正在持续扩散。”

20年前的这一天，以美军士兵强
暴少女的事件为契机，冲绳县约8.5
万人(组织者公布数据)举行“县民总
誓师大会”，表达了对美军基地集
中于冲绳这一现状的抗议。参议员
丝数庆子谴责道：“离事件已过去
20年，但政府仍无视县民的要求，
看都不看一眼。”

一名居住于那覇市、曾参加过“
县民总誓师大会”的主妇(60岁)愤怒
地表示：“冲绳的情况和20年前毫
无差别。我们已不能忍受再被强加

负担。

加拿大联邦大选近30名华裔
角逐议员 6人胜选

       据加拿大《世界日报》报道，
本届加拿大联邦大选全国有28位华
裔候选人，其中获四大主要政党提
名者多达24人，创历来新高，但仅6
人胜出，与上届相较，席次不进反
退，老将、新人各半，其中自由党
3人，保守党2人，新民主党1人。大
温当选2席，大多伦多地区4席，仅
维持平盘。
本届国会议员从308席增至338席，
全国各地有近30名华裔候选人角逐
议席，其中获四大主要政党提名者
多达24人，但仅有黄陈小萍(Alice 
Wong)、关慧贞(Jenny Kwan)、庄文
浩(Michael Chong)、陈家诺(Arnold 
Chan)、陈圣源(Shaun Chen)与谭耕
(Geng Tan)等6人胜出，与上届当选7
人相较，不进反退。

韩朝离散家属团聚：
时隔60相见会面所成泪海

       星期四，朝鲜半岛部分离散家庭
在短暂团聚后流泪道别，这是自韩
战以来他们之间的首次相聚。
        星期二，近400名韩国人越过重
兵把守的边界进入朝鲜，在金刚山
度假胜地与离散了60多年的亲人团
聚。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七、八十
岁，这有可能是他们最后的相聚。
在这次团聚活动中，离散家庭总共
相聚6次，每次仅2个小时。自2000
年举行韩朝峰会以来，本周举行的
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是第20次。
这次团聚是五年来的第二次。尽管
如此，能够团聚的家庭还算是幸运
的。据《法新社》报道，估计有数
百万人在韩战期间骨肉分离，在经
历韩战分离的韩国人当中，大多数
人去世之前未能和他们在朝鲜的亲
人取得联系，很多情况下甚至不知
道家人是否活着。

（陈立英 整理）

印地马拉松赛后纪实 (上）
作者 铭洲

Baba’s Japanese Steakhouse
Now hiring Full time or Part Time (dinner only)
 (2) Servers
 (1) Kitchen Helper
 (1) Hibachi Chef
Location: 7255 Fishers Landing Dr ., 
       Fishers, IN 46038
Phone: 317-577-6688 
 (call after 3pm, ask for Ba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