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跑步的一些事儿

我如何跑遍七大洲马

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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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龄三年多，非常业余
跑的地方不少（七大洲加北极点），跑步是我主要的娱乐活动。
售后服务-大家有跑步的问题可以也继续联系我xibei.li@icloud.com

大家好啊



“

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只要日

日坚持，从中总会产生出某些类似

观念的东西来 – 村上春树



争取回答两个问题

怎么 跑步？



42.2km/26.2mi
马拉松



我跑步的经验和体会1



跑步三大好

跑步作为交通工具 -比走快 跑步作为冥想工具-容易进入状态.
跑步作为发泄工具-不伤害别人.



为什么要跑步

不满/跑完以后比较满意



为什么要跑马拉松

目标/在能力范围内可以完成



虚荣/让事情变得有趣
为什么要跑七大洲马拉松



跑步历史 跑步+ 旅行（游）

北美洲 2013年5月加拿大温哥华 Vancouver Marathon
跨欧亚 2013年11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Istanbul Marathon
亚洲 2014年2月日本东京 Tokyo Marathon
大洋洲 2014年7月澳大利亚黄金海岸 Gold Coast Marathon
南美洲 2014年11月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Marathon
非洲 2015年4月南非开普敦 Two Oceans Marathon
欧洲 2015年9月德国柏林 Berlin Marathon
南极洲 2015年11月南极联合冰川 Antarctic Ice Marathon
北极 2016年4月北极点 North Pole Marathon





娱乐/           旅行的意义/          怎么玩比较好玩



两个例子- 最近的两个马拉松，南北极

南极冰上马拉松





定妆照





极端体验



两个例子- 最近的两个马拉松，南北极

◉北极点马拉松



世界上最冷的马拉松比赛 -41C/-41F



是唯一一个在海上的马拉松比赛，在北冰洋的浮冰上



防御北极熊



脚下的冰面也在跑



冰裂



怎么到北极点



直升机寻找合适地点



呼叫空投，先遣队，拖拉机…



一切都弄好了，我们再坐大飞机过去



Svalbard群岛，后方大本营，北纬78度



Svalbard景象



北极点 Barneo 营地



2016年的比赛



比赛照片



反思 – 玩物丧志？

知乎用户回答“为什么玩游戏会上瘾”
1.简单的赏罚机制
2.阶段性目标，里程碑
3.虚拟的精神物质
4.竞争排名中机制
5.虚拟头衔、虚拟登记、荣誉
6.现实逃避，替代体验
7.不确定性/神秘感

--跑得多了身体感觉好，不跑难受
--半马，全马，超马，山地马
--跑步软件跑量排名
--七大洲马拉松俱乐部
--Runcrastination –我是重度患者
--极地比赛

来源：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880927



抗击空虚， 努力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北极计划 –蓝天实验室
通过北极马拉松筹款，送民工子弟小学空气净化器
CrowdRise链接
https://www.crowdrise.com/xibeiru
nningnorthpolemarathon
第一批捐赠学校，累计 2280个学生同心实验学校朝阳京瑞学校昌平文华学校海淀蒲公英中学大兴石景山华奥学校石景山区



我见过的跑友，别人的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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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阿富汗服役的时候不幸踩到一枚土质炸弹
左腿血肉模糊，住了一年医院，十一次手术，才保住了腿，至今有伤。
2013年开始，用跑步的方式复建
伤残军人运动会1500米金牌，北极/南极马拉松第二

Luke Wigman



职业水手，73/74年完成第一节环球帆船赛

54岁跑了第一个马拉松-珠峰。
79岁的时候，成为最年长的北极点马拉松完赛选手

Michel Ribet



超马选手，运动健将，多年山地马拉松经验。

北极点马拉松完赛

“如果我的病情还允许我跑步，我就会继续跑下去，战胜困难，挑战自己的极限。这是为了所有像我一样与疾病搏斗的人，这也是我的动力所在。”

Bruno Louges



邪教？ / 超级富豪 /  百马王子 / 第一个XXX 



中产阶级新宗教？全民健身？
"I see two categories: one that is rich and well educated; the other that is rich and less educated," 
says Oliver Qi Wang,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Runbuk, a startup reg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arch that provides services to Chinese marathoners abroad.

来源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china/2016-04/29/content_24969073_2.htm

“For 30 years people have really been motivated by greed and money, they haven’t looked at how to live a 
more meaningful life,” says Ms Sun, the first female Chinese runner to complete seven marathons on seven 
continents. “But in the past three to four years, running has become a religion for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Once you are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you think more spiritually, and in China there’s not much religion.” 
Pounding the pavements, she concludes, “has allowed the middle class to find something meaningful in their 
empty lives”.

来源：http://www.ft.com/cms/s/0/82d5a3aa-b2ce-11e5-8358-9a82b43f6b2f.html#axzz49MdKchzE



中产阶级新宗教？全民健身？

来源：http://www.runningusa.org/marathon-report-2015?returnTo=annual-reports

“…截至2015年，全国已有84%的省区市拥有1场或多场马拉松赛事。全年的国内比赛中，共吸引了150万人次参加比赛，较去年增长60万人次，其中男女性别比例为2比1。参加全马及半马的人次为90万，较去年增长64万。在认证赛事中，全马完赛人次为14.6万，半马完赛人次为20.6万…”

来源：2015 中国马拉松报告 http://sports.sohu.com/s2016/5396/s434052464/

美国马拉松完赛人数
1980：143,000    vs     2014: 500,637

来源：http://www.runningusa.org/marathon-report-2015?returnTo=annual-reports



怎么跑第一个马拉松3



信心-人类天生能跑（假说）

人类在主要体育项目中都不及格

图片来源：http://www.npr.org/sections/health-shots/2015/10/20/450068114/heres-how-you-can-outrun-a-horse



信心-人类天生能跑（假说）

但在长距离跑步里优势尽显



信心-人类天生能跑（假说）

散热好能出汗 /  跟腱肌肉强劲 /  脚趾短 / 上身轻 /  颈部肩膀肌肉韧带好 /  脂肪储备
延伸阅读：@ent果壳 http://www.guokr.com/question/221511/

图片来源：https://spiritedthoughts.wordpress.com/2011/06/23/nature-can-take-care-of-itself/



第一步：
自我检测基本要求。
身体精力



第二步：
报名一个马拉松。
告诉所有的朋友你要去跑了，并在社交网络上宣布。



第三步：
买鞋。



第四步：
制定训练计划。
10k -> 半马 -> 全马。



初学者经典训练计划 半马 vs 全
马 （ vanilla approach）



进阶名词解释

Vo2max –氧气通过血液传送给肌肉然后肌肉利用这些氧气产生能量的能力
Running Economy –相同速度下，消耗氧气的效率。
LSD -长距离慢跑，峰值20mile ，人人适用，提高耐力，心肺，循环。时间比距离重要。能通过聊天测试。可与跑友同做。
Interval Training –速度练习，有助于提升VO2Max，速度。一般比5k速度快。不建议新手采用。
Tempo Run –配速练习，比5k速度慢。有助于提升Running Economy
Easy Run –恢复慢跑



第五步：
比赛当天不要迟到，把自己运到起点。



训练准则：不要受伤



跑步伤痛

膝盖比较惨
- 膝盖下侧疼痛 –跑步膝
- 膝盖外侧疼痛 - ITBS

图片来源：http://www.2toms.com/blog/2012/08/29/the-recovery-runner-the-injury/



原则1：
听身体召唤，休息也是训练的一部分，宁可少量，也不过量。

不要受伤！



原则2：
拉伸和力量训练有助于减轻关节压力
不要受伤！



原则3：
小步幅，快频率（180bpm），降低冲击力
不要受伤！



兴奋 - > 怀疑 -> 绝望 - > 重振旗鼓

马拉松当天一定会发生什么



多谢！

链接：
1. 北极点马拉松 http://www.npmarathon.com/
2. 南极冰原马拉松 http://www.icemarathon.com/
3. Hal Higdon 马拉松训练 http://www.halhigdon.com/
4. Fellrnr非常实用的跑步资料 http://fellrnr.com/wiki/Main_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