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王百姓就已经退休，本该享受天
伦之乐，却比工作时还忙，用他的话说：“目前，
我们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并不多，而很多大的
爆炸事故认定非常困难，不少最后找到了我。
而得知有爆炸隐患的现场，会危及百姓安全，
我也想去看看，不去心里不踏实。”

除了帮助各地排爆治爆外，大部分的时间
都用于讲课，对公安高校学子讲专业的技术
课，为一些省直单位、企业和其他高校讲国学
课。

10月 20日上午，在金水路玉凤路交叉口
一座写字楼、朋友提供的一间工作室里，我们
见到了年近七旬、精神矍铄的王百姓。之所以
在这里办公，是方便慕名而来的群众有事能找
到他，只要能帮得上别人的，他都愿意为大家
排忧解难。

“三句话不离本行”，作为全国著名的排爆
专家，30余年间，他排除了 2万多枚炸弹，至今
没有遇到一枚无法排除的炸弹，没有出现一次
失误。而最令王百姓欣慰的是，自己在河南警
察学院成立了工作室，可以进行排爆专业的训
练，下设爆炸案件室、爆炸体验室、爆炸装置
室、防爆体验室、器材室等，这里不仅可以授课
学习，也可以给全国的排爆工作提供专业的研
究室，用于案件的分析。

除了和爆破有关的事情，其他社会活动他
很少参加，但有利于宣传河南、宣传郑州、需要
他站台支持的事，他从来不推辞。这次看到郑
州晚报上郑州国际马拉松的消息，他很早就报
名，并鼓动自己的朋友和学生参加，甚至向外
地的朋友发出了邀请。

退休后很低调，但对宣传河南、宣传郑州有益的事都愿意做

谈到下月 3日就要开跑的马拉松，并且通
过郑州晚报知道了郑马赛道已经正式确定后，
王百姓的声音里充满了兴奋。

“我是一个老郑州，二七区侯寨乡人，1969年
当兵，1989年转业到河南省公安厅，2012年退
休，平平常常地干了几十年。但我和郑州很有感
情，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热爱这里的大街小巷。

郑州这些年发展非常快，我记得八九岁的
时候，随父母进城卖水果，当时郑州市区面积还
很小，福华街还是一片麦地、紫荆山百货大楼还
是苹果园，经三路等主干道还没有打通。改革
开放之后，郑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的
郑州相当于过去六到八个郑州的面积。如果出
去时间长一点，再回来估计很多地方都不认识
了。现在郑州有航空港区，还在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真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

我现在日常的健身方式就是走路。每天早

上5点多就起床，进行身体锻炼，在紫荆山公园
走七八圈，每圈800米。习总书记说，要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梦想需要我
们每个人都要有强健的体魄去完成。

这次郑州国际马拉松意义非凡，因为俗话
说‘得中原者得天下’，‘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
看西安，五千年看中原’，河南的发展、郑州的建
设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举办郑州马拉松，
宣传郑州、宣传河南，用脚步丈量郑州，让世界
了解河南，是一种最好的方式。相信通过这次
活动，一定能让大家知道，美丽的郑州、开放的
郑州、包容的郑州，让郑州更有国际范。

作为一个老郑州，我要让更多的人认识新
郑州！”

采访结束，我们让王老说一句对郑州国际
马拉松的寄语。他说：“全世界的朋友们，都来
跑郑马吧，郑州欢迎你！”

“作为一个老郑州，我要让更多的人认识新郑州！”

感动中国人物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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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作为武术节的
主要内容之一，昨天，2018全国徒步大会
嵩山站暨第十二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
武术节登山大会在中岳嵩山景区激情开
赛。来自省内外十余个省市的 5000 余
名健身爱好者参赛，最终来自郑州地区

荥阳市的陈海鑫和安徽省的姜丽军分别
获得男子组与女子组第一名。

本次活动设为徒步和登山两赛同行
的形式，分别设置个人竞技组、团队风采
组和亲子健身组。

据了解，全国徒步大会是中国登山

协会自 2011 年推出的一个集运动、旅
游、休闲和文化为一体的公益性全民健
身系列品牌活动。本次活动是由中国登
山协会、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河南省社会
体育管理中心、郑州市体育局、登封市人
民政府承办，河南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登封市教育体育局、嵩山风景名胜区管
理委员会、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
旅游有限公司协办，并由尼奥（北京）公
关策划有限公司、河南户盟体育发展有
限公司、登封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运营
执行。

年龄最大选手辻本芳枝：

爱上中国文化爱上太极拳爱上中国文化爱上太极拳

全国徒步大会走进武术节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陈凯）为
了帮助跑友更科学、更健康地锻
炼，跑出更好的成绩，“郑州银行
杯”2018 郑州国际马拉松组委会
特意举办的官方训练营 21日上午
在河南农业大学体育场开营，官方
领跑员的线下测试也同时进行。

跑步虽然是一项门槛低、简便
易行的健身方式，但要想跑得更好
更快，尤其是在锻炼身体的同时，
减少运动损伤，其间也有非常多的

“讲究”。为了帮助跑友更科学地
完成马拉松赛事，郑马组委会特意
联合赛事顶级合作伙伴特步共同
举办官方训练营。近百位来自郑
州、焦作、洛阳等地的报名全马的

“特步特跑族”成员及跑友参加了
此次训练营。

为了让跑友掌握更多跑步专
业知识，主办方特意邀请了河南省
田径队女子中长跑二线队的教练
赵艳辉，前来授课。赵艳辉本人在
运动员时代也是一名优秀的马拉
松选手，曾在2011年跑出过2小时
15分的成绩。从赛前的拉伸、热身
等准备活动，到起跑、途中跑、冲刺
阶段的速度掌控、体力分配，呼吸、
步幅、步频的调整以及技术动作的
运用，乃至平时跑步的时间安排、
如何进行身体力量训练等等，赵艳
辉都进行了详细讲解，并亲身做示
范，令跑友们受益匪浅。

在训练营进行的同时，郑马官
方领跑员的线下测试也同步进行，

本届郑马共招募 35 名官方领跑
员，共有 50 多位报名的选手参加
了此次测试。

作为官方领跑员，其职责不只
是带领选手跑完全程，还肩负有沟
通、协作乃至突发事件的处置等
责任。 为期一整天的“官兔”的测
试内容主要有 2 公里极速跑和 6
公里个人配速跑，其中 6公里的配
速跑要进行两次，第一次允许选
手佩戴专业跑步手表，第二次则
是“盲跑”。旨在测试作为“官兔”
的最重要素质：速度的稳定性。
此外，还进行了团建活动，以测评
选手的沟通、控制、领导、应变、团
队协作等多方面的能力。主办方
还特意邀请了医疗急救专家，对
选手进行急救知识的普及以及现
场指导，以确保每位选中的“官兔”
都能合格、胜任。

按照程序，所有的测试完成之
后，将由专家对每位选手的表现进
行综合评定、打分，再由组委会来
确定最终的人选。“官兔”的名单将
于 10月 25 日通过 2018 郑州国际
马拉松赛官网、官方微信、官方微
博、特步跑步俱乐部、官方微信等
渠道公示。

对于所有经过确认并成功参
赛官方领跑员，组委会将提供全套
专业参赛装备（包含但不限于背
心、短裤、特步马拉松专业跑鞋），
此外还将享有专属号码布、荣誉证
书、赛事当天人身意外险等礼遇。

郑州，是一座大爱之城，
从2006年至今，涌现了多个

“感动中国”人物，特别是从
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
都有来自河南郑州的人物感
动中国：2013 年的“苍生大
医”胡佩兰、2014年的“中国
好邻居”陇海大院、2015 年

“卖唱育孤”的王宽家，而且他
们的报道都是由郑州报业集
团旗下的郑州日报、郑州晚报
等最早推出，持续报道，产生
影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最近，郑报融媒推出的
2018郑州国际马拉松系列报
道，也引起了郑州籍感动中国
人物的关注，他们也积极报名
参赛。这中间，除了陇海大院
的主人公高新海高位截瘫、行
动困难，汶川地震抢险中给人
留下深刻印象的“菜刀哥”李
隆，因为要执行消防备勤任
务，都不具备参赛条件外，其
他的感动中国人物及精神传
承人，主办方都接受了报名，
并准备以“感动中国人物”跑
团的形式，让他们成为此次马
拉松赛的一大亮点。

10月 20日、21日，在郑
州国际马拉松进入倒计时的
阶段，郑州晚报和郑直播的记
者，对几位郑州籍“感动中国”
人物及精神传承人进行了专
访。近期将陆续推出报道。
今天，我们首先聚焦2006年
度感动中国人物王百姓。

王百姓：用脚步丈量郑州，让世界了解河南
郑报融媒记者 张翼飞 文/图

郑马官方训练营开营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建业酣畅赢了，重庆绝杀平了，贵州也疯
狂拿到胜利，在中超保级最后的收官阶段，最有可能降级的三支保
级队伍又残酷地绞杀在一起。昨天晚上，在中超第26轮比赛中，主
场作战的建业队面对并没有完全上岸的广州富力，打出了主场气
势，凭借外援卡兰加和里卡多上下半场的进球，最终以 2∶0击败对
手，拿下保级路上的关键之战，这也是王宝山上任以来主场两连胜。

本场比赛，建业队在首发阵容上变动不小，快马巴索戈回国效
力时扭伤大腿，缺席本场比赛，两名高大外援卡兰加和里卡多联袂
出场冲击对手的后防线。而客场作战的广州富力也有不小变化，两
大攻击手扎哈维和肖智缺阵，让富力队的进攻明显失去往日的威
力。比赛开始后，河南建业立刻进入强攻状态，仅仅一分钟，建业就
险些得手，右路角球开出，卡兰加门前头球攻门击中横梁弹出，陈灏
头球补射再次被横梁拒绝，随后乱战中又被富力解围出去。第 13
分钟，建业右侧角球开出到禁区中路，门将程月磊把球击出，弧顶位
置冯卓毅射门，球到了门前左侧碰到了卡兰加的腿入网，建业主场
1∶0领先取得梦幻开局。

易地再战，建业队的防守反击依然打得有声有色，多次获得威
胁射门。第 63分钟，建业队获得前场任意球，伊沃开球到禁区内，
第一点的建业球员摆脱防守面对守门员没能踢正部位，客队守门员
程月磊扑了一下但解围不远，机敏的里卡多头球攻门，皮球划出一
道弧线吊进球门，建业以2∶0领先。此后，建业队还有破门机会，可
惜卡兰加和里卡多未能把握机会而失之交臂，最终建业队将2∶0的
比分保持到终场结束。

建业赢下保级关键战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周静）10月 20日，2018“体彩杯”郑州·智
慧岛（龙子湖）赛艇挑战赛暨俱乐部赛艇挑战赛在郑东新区龙子湖
拉开战幕，学校组与大师组共计 200人，10支赛艇队齐聚于此逐浪
竞技。不同于一般赛事，两位驰名全球的商界名人——国际投资
家、美国华尔街著名投资人兼赛艇爱好者吉姆·罗杰斯、亚赛联终身
名誉主席王石来到现场，让这次挑战赛变得国际范儿十足。

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主办，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市
体育局、郑东新区管委会、省学生体育总会赛艇龙舟协会承办。应
丰合赛艇俱乐部邀约，吉姆·罗杰斯、王石先生作为嘉宾出席活动，
他们同样都是赛艇的爱好者，也同样被美丽的龙子湖深深吸引，均
对龙子湖开展赛艇运动赞赏有加。记者了解到，此次比赛所在地郑
东新区龙子湖水域面积 1400多亩，整体为环形湖泊，水质优良、水
域辽阔且风平浪静，同时，环岛绿化带沿线视野开阔，是赛艇运动项
目开展及观看的绝佳之地。吉姆·罗杰斯认为，龙子湖有着优良的
水域及便利的周边环境，周边20余所高校环立，加之龙子湖智慧岛
大数据产业发展态势良好，这些都为赛艇运动在郑州的推广提供了
绝佳的条件。

国内外名人齐聚
龙子湖赛艇竞发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体彩·环中原 2018自行车公开赛暨
第三届环龙湖自行车公开赛在郑东新区龙湖狂欢竞逐。

本次比赛设有公路精英赛男子组；山地车赛男、女甲、乙组；全民
体验组共6大组别，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美国、俄罗斯、蒙古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名选手参赛。经过一天激烈角逐，来自河
北捷安特恒德贸华车队的李昕，以2小时3分51秒的成绩，斩获本次
比赛“含金量”最高的公路精英赛男子组冠军。值得一提的是，本次
比赛的赛道设置在有着“中原之心”美誉的龙湖金融岛周边，区域山
水相映、长桥卧波，骑行于这宜人景色之中，心情倍感愉悦。

本次比赛也是环中原2018自行车公开赛的收官之战，随着本次
比赛的结束，历时近7个月的环中原2018自行车公开赛也圆满落幕。

环龙湖自行车赛昨开幕

每一届的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都是
全球武术爱好者欢聚的盛会。“以武会友”的宗
旨，也让五湖四海的“武林人士”在武术节期间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每一届的武术节都
能遇到很多“老熟人”。

昨天记者在本届武术节国际组男子太极
拳比赛中，就遇到了一位“老熟人”，来自玻利
维亚的费尔南多·瓦纳库尼·马马尼。不久前
卸任玻利维亚外交部长的他，堪称本届武术节

“最重量级”的选手。亦如以前，每次来到河
南，来到郑州，瓦纳库尼都有一种“回家”的感
觉，“从 2012年开始，今年已经是我第四次来
参加少林武术节了，一踏上河南的土地，来到

郑州，就像‘回家’一样。”瓦纳库尼动情地说。
1984 年，瓦纳库尼第一次在玻利维亚见

识到了原汁原味的中国功夫。一拳一脚，一招
一式，少林僧人的精彩表演让他难以忘怀。“我
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中国学习功夫。”瓦
纳库尼告诉记者。在少林寺学习 3年后，瓦纳
库尼学成回国，一直保持着练功、坐禅的习惯。

“我学习太极拳有5年时间，学习少林功夫
就更久了，功夫并不只是打拼，更重要的它是
一种生活方式，从功夫里能够感到人与自然之
间的和谐交流。”谈及习武的感受，瓦纳库尼颇
有感触。

瓦纳库尼告诉记者，他一直致力于在南美

洲国家推广中国武术、少林功夫，他曾多次邀
请河南武术团体赴玻利维亚表演、开办少林武
术文化讲座、派他的洋弟子参加郑州国际少林
武术节。“虽然中国和玻利维亚很遥远，但今
年，中国和玻利维亚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协
议，合作越来越密切，我相信通过中国武术、少
林功夫这个平台，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将变得
更加密切。”

“不管我的身份如何变化，我都将为扩大少
林武术文化在南美地区的影响，促进两国间的文
化交流竭尽全力，奉献一生。”瓦纳库尼最后坚定
地说。 本报记者 陈凯 覃岩峰 文 李焱 图

今年 79 岁的日本选手辻本芳枝，
是参加第十二届少林武术节中年龄最
大的选手。一袭红衣的她在昨天上午
武术节太极拳比赛中，用一套行云流水
般的动作，演绎出她扎实的武术功底。
尽管是第一次参加少林武术节，但是习
武已经 35年的辻本芳枝已经多次来中
国参加不同地方的武术节。

“昨天武术节的开幕式非常震撼，
我看过之后非常兴奋，我感觉那场面就
像是奥运会开幕式！”刚一开口，辻本芳
枝就对本届武术节的开幕式点了一个
大大的赞。

“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着迷，平时除
了学习太极拳外，我还学习汉语，看与
中国文化有关的书籍。中国有着五千
年的悠久文化非常了不起。”辻本芳枝
满怀崇敬地说。

因为爱上了中国文化，辻本芳枝也
爱上了太极拳，她告诉记者，每天早晨
她都会打太极拳，一套拳打过之后，全
身都会感觉很轻松。“我很喜爱太极拳，
太极拳我是坚持要打一辈子的！”喜欢
说中文的辻本芳枝尽管说出来的中国
话很蹩脚，但是她还是坚持要用中文表
达自己对太极拳的喜爱。

“是什么动力让您漂洋过海来到中
国郑州参加武术节呢？”

“是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武术的神
往，让我来到这里参加武术节。”辻本芳
枝如是说，“这次比赛我参加太极拳和
太极器械两个项目，希望自己会有好的
表现。”

“下届武术节还会再来参加吗？”
“一定会来的，这里的武术节举办

得非常好，我在这里参加比赛非常开
心，下届武术节我还会来参加！”辻本芳
枝满怀期待地说。

本报记者 陈凯 覃岩峰 文 李焱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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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百姓，
1951年出生，
1969年参军，
1985 年 从 部

队转业到河南省公安厅
工作以来，始终战斗在
排爆治爆工作的第一
线。他两次被省委、省
政府授予“人民好卫士”
称号，被评为“河南省劳
动模范”“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优秀人民警
察”“全国公安系统一级
英模”等。2006年当选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
十大年度人物。

“最重量级”选手瓦纳库尼：

为推广少林武术文化奉献一生为推广少林武术文化奉献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