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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9岁岁““健身大叔健身大叔””获世界健美赛第四获世界健美赛第四
为增肌肉每天吃为增肌肉每天吃4040个鸡蛋个鸡蛋

从海南到潮州，有无数
种“回家”的方式，但来自潮
州的“90后”小伙赖文冰，却
选择了最原始的一种——跑
步。今年 9月 12日，他从海
南三亚开跑，途经湛江并横
跨整个广东，并于 10月 15
日上午回到潮州，全程1300
公里，实际跑步时间 30天。
这30天里，赖文冰跑坏了两
双鞋，哭了三次，全程花费约
8000元。他曾是家人眼中
的“异类”，半年有家不敢回，
但他梦想跑遍全中国……

10月15日早上8时多，
赖文冰完成了此次挑战的最
后一站：从揭西出发，跑步
100公里后抵达终点潮州市
人民广场。在亲友的掌声和
欢呼声中，抑制不住内心激
动之情的赖文冰泪流满面。

三亚、湛江、阳江、广州、
深圳、汕尾、揭阳、潮州……
30天时间里，赖文冰在海
南、广东两省共 24座地、县
级市，留下了奔跑的脚步。

采访当天，潮州恰逢小
雨天气。赖文冰打着伞到小
区楼下引领记者时，还穿着
那套印有“跑步中国”字样的
长跑运动服。跟许多长跑运
动员一样，赖文冰身材黑瘦
拥有一身腱子肉。

赖文冰十分健谈，特别
是聊起此次长跑的经历时。
两年前，他看了一本《十年徒
步中国》的书后，便萌生了跑
遍中国的想法。也是从那时
起，他开始着手准备此次三
亚至潮州的长跑挑战。

这趟 1300公里的另类
长跑中，赖文冰一共跑坏两
双鞋，住宿和餐饮花费8000
多元，还曾先后三次落泪。
除了最后抵达终点后留下激
动的热泪外，另外两次落泪
则略显苦涩。“有一次是跑着
跑着，回想起自己一路的风
吹日晒和艰难困阻，就自己

感动哭了。”赖文冰说，另一
次则是在中秋节前抵达江门
后，发现当地的好友都回家
过节而自己仍孤身一人在外
地，眼泪就簌簌地往下掉。

为什么如此大费周折从
海南跑回潮州？赖文冰说，类
似的问题他曾被身边人无数
次问起。可在他看来，做一件
事并非一定要追求功利性。

“就是为了心中的长跑梦，想
趁着年轻去做一些让自己不
会留下遗憾和后悔的事情。”

赖文冰的长跑梦，得从
他与跑步结缘说起。2012
年，22岁的赖文冰到佛山工
作。他每天清晨五点半便准
时起床到石湾公园里走走逛
逛。赖文冰看到公园里不少
人在晨跑，便也跟着跑了一
下。谁知这一跑，让他爱上
了跑步这项运动，并发现自
己在长跑方面的潜力。

从最初的慢跑，到10公
里、20公里，再到半程马拉
松、全程马拉松……赖文冰
对跑步的热爱一发不可收
拾。2013年10月1日，揭阳
市榕城区举行半程马拉松
赛，赖文冰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参加了比赛，不料却以 1
小时 22分 48秒的成绩获得
潮汕籍选手第一名。

尝到甜头后，赖文冰几
乎将全部精力都用在跑步
上 ，甚 至 辞 去 了 佛 山 的 工
作。2014年，赖文冰加入了
潮州庵埠星火长跑队，并在
2016年 9月份，获得了北京
比戈跑步学院跑步教练认
证，成为庵埠星火长跑队的
长跑教练。

但 赖 文 冰 从 不 后 悔 。
他说，从最开始的简单跑步
到如今的热衷，他累并快乐
着，并将这种长距离跑步当
作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
一种为遇见更好的自己的
修行。累累累3 据《广州日报》

30天1300公里

小伙从三亚跑回潮州

几天前，参加完比赛的朱
秦路文从蒙古国回到了国内，
因为半年多都没有碰过油星
儿，为了犒劳自己，他用橄榄
油煎了一块鸡脯肉“解馋”。

在外人看来，朱秦路文的
健美方式甚至有一些“残酷”。
他每天都锻炼四个小时以上，
器械、跑步，几乎从不间断，而
在各类比赛之前，锻炼的强度
还会加大。在饮食上则更为严
苛，他现在一天要吃8顿饭，40

个鸡蛋、3斤鸡脯肉、2斤牛肉
或者一条大鲈鱼，同时搭配蔬
菜。肉类全部用清水煮或者
蒸，蔬菜则是生吃，在晚上6点
之后，则不再进食。

“平时如果遇到推不掉的
饭局，我都会自己带吃的过去，
到了节假日，我会给家里人做
上一桌好吃的，但是自己还是
吃平时的那些食物。”朱秦路文
说，“很多人会怀疑我这样的健
美锻炼方式强度太大太苛刻，

不太健康，但是我们都是根据
专业人士的建议来进行的，对
身体不会有伤害。”

朱秦路文说，自己明年将
会放缓参加比赛的节奏，只会
代表中国健美队参加亚锦赛、
世锦赛和东亚国际健美公开
赛等比较大的比赛，“家里人
对我练习健美和参加比赛都
比较支持，我希望自己能够坚
持到老。”累累累3

据《北京青年报》

获奖后用橄榄油煎鸡脯肉犒劳自己

在江苏徐州的健
美圈，朱秦路文算是
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今年 59岁的他从 13
年前开始练习健美。
本月初，他在蒙古乌
兰巴托举行的 2017
年 WBPF世界健美
健身锦标赛中，代表
中国队参赛，获得了
第四名的成绩。这样
的成绩只是他今年所
获得的众多健美殊荣
中的一项，为了增加
肌肉，他一天吃40个
鸡蛋，外加 2斤的白
水煮牛肉。而在 13
年 前 开 始 练 习 健 美
前，朱秦路文还是一
个肚子浑圆的中年大
叔。

10月 3日，中国健美健身
队从北京出发前往蒙古国乌
兰巴托，参加2017年世界健美
锦标赛。59岁的朱秦路文作
为参赛队员，参加了元老组比
赛，并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
而在今年，朱秦路文已经参加
了国内外大大小小 6场比赛，
这对健美运动员来说，已经是
非常大的强度了，“没办法，就
是喜欢，所以遇到比赛，总希
望去比一比。”他说。

朱秦路文告诉北京青年
报记者，健美比赛的时候需要
运动员呈现规定动作和自选
动作，评判的标准包括肌肉、
造型、骨架匀称程度等，其中
肌肉的围度、力度等指标占到
了评分的大半。

为了比赛，朱秦路文从今
年2月份开始便已经不再摄入
油脂。为了让肌肉达到“干”
的状态，让肌肉更漂亮，朱秦
路文从比赛前4天开始便不再

喝水，只靠吃蔬菜补充水分。
“比赛前一天的时候走路有点
儿‘飘’，到了临上场前，为了
展现出比较好的精神状态，补
充了50毫升的水。”

朱秦路文告诉北青报记
者，相较同组其他选手，他的
肌肉块看上去要小一圈。经
过测量，他的手臂围度是46厘
米，但胜在肌肉“干”、造型美
上，所以最终拿到了第四名的
好成绩。

59岁大叔参加世界健美赛

“我身高是 1米 73，在练
习健美之前，体重是 93公斤，
算是一个标准中年大叔的造
型。”朱秦路文说。但是经过
多年的健美练习，现在他的体
重保持在68公斤左右，比以前
减少了整整25公斤。

朱秦路文说，自己做以前
的工作时，每天过着朝九晚五
的上下班时间，但是经常在外
吃饭，身体很不健康，“上几层
楼有时候都会觉得费劲儿。”

2004年，一位喜欢健身
的朋友给了朱秦路文一张健
身卡，并带他一起到健身房锻

炼。一开始主要以器械为主，
后来他觉得练习健美更有趣，

“当时觉得练习健美特别有男
人味，想和过去的那种‘满身
油腻’的样子彻底告别。”

练了几年后，朱秦路文的
肌肉开始渐渐增加，体型也越
来越匀称，“练习健美是会上瘾
的。为了增加肌肉，我那个时
候一天吃40个鸡蛋，外加2斤
的水煮牛肉。”51岁那年，在朋
友的鼓励下，朱秦路文第一次
参加了徐州当地的健美比赛，
一下子就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
绩，但是参与评比的一些专家

告诉他，虽然他的肌肉看上去
很结实，但是肌肉质量并不好。

为了更好地练习健美，朱
秦路文回到单位办理了退居
二线的手续，并自费1万多元，
来到北京参加更专业和科学
的培训。很快，他的身体脂肪
含量练到了10%，只相当于一
般人的25%到30%。

朱秦路文说：“一些在健
身房一起锻炼的年轻人也觉
得我挺励志的，都希望我帮助
他们减肥或者健身。今年暑
假，我还帮一个大学生从 260
斤减肥到了180斤。”

46岁才练健美 从大腹便便到健美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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