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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馬跑者多傷者也多
7.3萬人報名創新高 1137宗不適40人送院3危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香港一年一度的

體壇盛事「渣打馬拉松」

於昨日舉行，全部賽事高

達7.3萬人報名參與，是

歷屆之冠 ，場面非常熱

鬧。由於今屆賽事提早在

1月舉行，雖然昨日濕度

較高，但整體天氣仍好。

不過昨日身體不適及受傷的人數卻明顯較上屆多，全日共有

1,137宗不適報告，比上屆多逾250宗。其中40人要送院，比上

屆多10人，當中更有3人危殆，其後一人轉為穩定，其餘兩名危

殆的參賽者目前分別在東區醫院及仁濟醫院留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
珊）今年的全馬及半馬賽事最後
1公里賽道有所更改，改由駱克
道轉入波斯富街，然後改經軒尼
詩道、怡和街、糖街，再返回維
園作終點。渣打馬拉松籌委會主
席高威林稱，八成多人滿意新賽
道，又認為賽道較闊，相信可以
讓跑手跑得更舒服，希望下屆繼
續維持這個安排。他亦相信，未
來賽事可以維持在1月底舉行，
惟需要要配合農曆新年的日期。
昨日有不少跑手表示，改道
後，道路更擴闊，可以跑的範圍
更多，比較舒服，亦有參賽者
稱，現場很有氣氛，因為有很多
人為自己打氣，令自己不會有所
鬆懈。有8次參與全馬經驗的崔
先生表示，改道的範圍少，而且
自己在比賽前一定會做足功課，
所以並沒有因改道而影響表現。

今屆渣馬報名人數高達7.3萬人，
是歷屆之冠 ，但缺席率約有

15%，實際參賽的人數為6.5萬。其
中，以參與10公里實事的人數最多，
有3萬多人。被視為「捱苦頭」的全馬
賽事約有1.5萬人參加；半馬賽事則有
兩萬多人參賽。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分別主持全馬挑戰組
及全馬第一組的起步禮。
昨晨天仍未光，一眾參加全馬及半馬
的選手，已經徐徐到比賽場地附近的街
道進行熱身運動及拉筋。亦有部分選手
為加快令身體進入狀況，特地穿上透明
雨衣，進行熱身，齊齊為比賽做足準
備，蓄勢待發，務求發揮最佳的水準去
完成賽事。清晨天氣清涼，維持在17
度至18度，濕度最高達84%。

西隧令跑手「聞風喪膽」
全馬賽事對選手而言，必定是耐力
的考驗，選手要先途經西九龍快速公
路、昂船洲大橋，到青馬大橋折返，
再穿過令不少跑手「聞風喪膽」的西
隧過海，再經干諾道天橋等地，向目
標維園進發，全程42.195公里。半馬
的選手則先經西九龍快速公路，再於
青葵公路折返，亦經西隧過海，再往
維園終點站。在賽事期間，有不少跑
手感到不適，如抽筋、擦傷等要在救
傷站接受治療。
大會表示，昨日共有1,137宗不適報

告，比上屆多超過250宗，其中40人
要送院，比上屆多10人。當中兩名香
港跑手比賽期間不適，目前仍於醫院
留醫，情況危殆。根據紀錄，全日有
731人次抽筋，比上屆多320人次。今
屆有357人次要接受包紮，比上屆少
68人次；需要冰敷的就有6宗，是上
屆的三分之一；脫水就有3宗，比上
屆多兩宗；而上屆賽事需要入院的跑

手中，沒有人情況危殆。

24歲青年臨完場倒地
在情況危殆的傷者之中，其中一名
24歲姓吳的跑手是首次參加10公里賽
事。在早上8時多，他跑到銅鑼灣怡
東酒店對開，距離終點數百米時，懷
疑體力不支暈倒地上，不省人事，面
部有多處傷痕，現場遺下一攤血漬。
救護員到場為他急救，送往律敦治醫
院治理，其後再轉送東區醫院深切治
療部。
約20名親友昨午陸續收到姓吳傷者

的消息，到東區醫院了解情況，眾人
一臉憂心。據了解，傷者身體健康，
沒有甚麼大病，平日亦有跑步。業餘
田徑總會亦派代表到醫院了解情況，
同時向傷者家人予以慰問。
另一名危殆的49歲姓宋的全馬跑
手，他於早上10時許在青馬大橋跑往
九龍方向時，疑體力不支跌倒昏迷，
在場的救護員立即進行急救，經救治
後，據悉已回復清醒。

大會引入「綠馬」監測站
另外，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指，昨
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介乎4至5，屬中
等，適合跑步，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監測站有助向跑手提供資訊。她又
說，數據稍後將會交由大學專家分
析。
大會今年亦引入更多環保措施，除

繼續呼籲全港市民於賽事當日避免駕
駛，保持空氣清新外，又於賽道沿途
設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綠色馬拉
松」監測站，為參賽者提供更準確的
資料及指引；亦在終點區設置多個膠
樽及蕉皮回收站，分別以樽形回收箱
及繫上香蕉型氣球作為標記，鼓勵參
賽者支持環保。

過去多屆馬拉松賽事都有不少
人花盡心思扮鬼扮馬，今年就有
人扮作鯊魚、古裝格格、蘿蔔及
西部牛仔等，但始終不夠「超級
英雄」搶眼。3名互不相識的「超
級英雄」，包括「超人」、「蝙
蝠俠」及「蜘蛛俠」在終點相
遇，惺惺相惜並互相拍照留念，
大有「識英雄重英雄」之感。
首次出戰半馬、作「超人」打
扮的港人鍾先生指，上年為失明
人士領跑，而今年穿上「超人」
裝束，是希望為大家帶來正能量
及歡笑，由於去年社會出現好多
負能量，「希望新一件有新開
始」。來自新加玻的Swee Hsien
Ming表示，自己是「蝙蝠俠」的

愛好者，故過去3年都以這個裝扮
參與賽事。他認為，可以裝扮成
「蝙蝠俠」參與馬拉松是一件有
趣的事，不過今年的天氣較去年
熱，頗為辛苦。扮作「蜘蛛俠」
的港人歐陽先生則指，身上的衣
服透氣，不覺得辛苦。

日漢「處女作」變身孖寶兄弟
不少來自日本的跑手都喜以電

玩人物作為裝扮靈感，其中以
「孖寶兄弟」(Mario)最受歡迎。
第 三 次 參 加 全 馬 的 Tomaru
Noriyuki表示，自己喜歡「孖寶兄
弟」這個遊戲，所以「處女下
海」作出新嘗試，以這裝扮跑畢
全馬。 ■記者 鮑旻珊

三英雄終點聚首
不跑不相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埃塞俄比亞及朝鮮跑手封王稱
后。今屆渣打馬拉松特意邀請了30名金級海外選手參賽，成績
亦是近三屆之中最佳。來自埃塞俄比亞的梅加以2小時13分封
王，女子組則爆出小冷門，由朝鮮跑手金慧慶稱后。香港跑手
亦有好表現，勞証顯及江麗明分別奪得男女子10公里賽冠軍。
昨日賽前下起的毛毛細雨雖然令氣溫驟降，不過高達80%的
濕度增加了賽事的難度，一眾非洲好手到中段已經開始領放，
最終埃塞俄比亞選手梅加做出2小時13分，以5秒之差擊敗同
鄉路比成為全馬冠軍。這位現年25歲、司職警察的跑手衝過終
點後亦忍不住嘔吐大作，他表示賽道難度比他想像中高，不過
賽前已很有信心奪冠。而全馬女子組朝鮮金慧慶則跑出2小時
31分46秒，力壓兩名埃塞俄比亞跑手成為冠軍。至於同場舉行
的亞洲馬拉松錦標賽則由日本選手五十嵐真悟大熱奪冠。

港長跑好手表現不俗
香港長跑好手姚潔貞首度出戰渣馬全馬亦有不俗表現，跑出2

小時45分45秒獲得亞洲組第七名，她表示：「今次時間比我想
像中慢了一分鐘，主要是由於對賽道不熟悉及因傷備戰不足，
去完蜜月旅行後會積極準備爭取奧運資格。」而半馬項目男子
組由中國跑手李少壯奪冠，女子組則由澳洲選手艾莉成為冠
軍。正值生日的香港跑手紀嘉文亦成功躋身第三，他表示這是
最好的生日禮物。

求婚差不多成為每
屆馬拉松必定出現的環
節之一，今年亦不例
外。 一名全馬跑手早
有準備，在終點帶同一
大束玫瑰花和氣球，向
拍拖5年的女友求婚，
成功抱得美人歸，女友
更喜極而泣，令不少在
場人士起哄及為他們送
上祝福。
全馬跑手劉先生以4

小時完成賽事後，在終點位置接過事先請好友為他準備及安排的汽球
及一大束玫瑰花，向拍拖5年的女友盧小姐求婚，在場人士的見證及
起哄下，盧小姐喜極而泣，點頭答應，由劉先生為她戴上婚戒，成為
「準劉太」，正式結束5年愛情長跑。

去年日本求婚「撞板」
劉先生透露，去年曾在日本向女友求婚，惟女友嫌不夠驚喜，以

失敗告終。今年再接再厲，成功在馬拉松賽事後，以驚喜的舉動順
利抱得美人歸。他稱，在比賽時，心情忐忑，只想安全完成比賽。
在訪問的過程中出現了小插曲，劉先生可能太緊張的關係，被問

及與女友拍拖多久，他誤以為問比賽時間，答稱「4小時」，引起一
陣哄笑。他形容，愛情與馬拉松一樣都要好艱辛才能完成，亦需要
無比的決心及毅力。他又指，為馬拉松籌備了半年，求婚則花了數
天時間去預備。
準劉太則指，自己好開心，亦沒有想過男友會在這個場合求婚，

覺得非常驚喜，「有100分。」她又不斷向在場的傳媒及圍觀市民
說多謝。 ■記者鮑旻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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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馬拉松賽事不但可挑戰自
我，更可藉這個機會向心愛的人
表達愛意。有新手爸爸打扮成
「麥兜」，為出生只有3天的孖

仔「送上一份禮物」，而且趁機向太太公開
示愛，高呼「我愛你」，為賽事添上無限的
溫情。亦有作「美國隊長」打扮的潘先生
指，因女兒喜歡這個角色，故作這打扮，為
博女兒歡心。
新手爸爸莫先生的打扮別出心裁，除了戴上

「麥兜」的頭套，更特地在衣服背面貼了兩張
出生只有3天的孖仔照片，向一眾選手及市民
報喜。他表示，由於是參加香港的馬拉松，所
以特地選擇香港本土的卡通人物，而且太太好
喜歡「麥兜」，故作這個打扮「哄她開心」，
並向太太公開表達愛意，高呼「我愛你」。

爸爸：照片證為孖仔做過傻事
莫先生又指，在衣服上貼了兩張孖仔照片，是希

望兩名兒子在長大後，透過翻看照片，知道「爸爸
曾為他們做過一件傻事」。亦視作送給兒子們的禮
物。他稱，過去曾經參與4次至5次全馬賽事，但今
年的衣飾較厚，令他跑得較慢及覺得好熱。
來自新加坡的潘先生已經是第三次來港參加馬拉

松，因為他的女兒非常喜歡「美國隊長」這個英雄
角色，所以他特地作這個打扮，為博女兒歡心，惟
女兒未能一同到港，他表示會拍照給女兒看。他亦
指自己在新加坡比賽都是作這樣打扮。潘先生稱，
在香港與新加坡比賽不同的地方是，香港天氣很
好，而且氣氛熱鬧，食水及食物亦充足。

■記者 鮑旻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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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婚大作戰
結束愛情長跑

慈父為兒扮「麥兜」
好爸錫女變「隊長」

■有跑手帶同一大束玫瑰花和氣球，在終點向
拍拖5年的女友求婚，成功抱得美人歸，兩人
深情一吻。 劉國權 攝

■莫先生戴上「麥
兜」頭套，更在衣
服貼了兩張出生只
有3天的孖仔照片。

記者黃偉邦 攝

■埃塞俄比亞選手梅加做出
2小時13分，以5秒之差擊
敗同鄉路比成為全馬冠軍。

■有日本跑手變身「孖寶兄弟」
參加馬拉松。 黃偉邦 攝

■全馬女子組朝鮮金慧慶則跑
出2小時31分46秒，力壓兩
名埃塞俄比亞跑手成冠軍。

■2015渣打馬拉松報名人
數達7.3萬成歷屆之冠。

劉國權 攝

■■潘先生為博女潘先生為博女
兒歡心兒歡心，，在比賽在比賽
中扮成中扮成「「美國隊美國隊
長長」。」。

鮑旻珊鮑旻珊 攝攝

■3名互不相識的「超級英雄」
在終點相遇，拍照留念。

黃偉邦 攝

■■林鄭月娥及曾偉雄分別主持全馬挑戰林鄭月娥及曾偉雄分別主持全馬挑戰
組及全馬第一組的起步禮組及全馬第一組的起步禮。。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在賽事期間，有不少跑手感到不適，如抽
筋、擦傷等要在救傷站接受治療。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