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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职员，也曾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翻⼤大事

业，然⽽而岁⽉月无情，拼命折腾依然平平淡淡碌碌无为，不是每
个⼈人都能够成为英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点亮⾃自⼰己的⼈人⽣生路。︒
既然拼不过出身、︑拼不过拉关系⾛走后门、︑拼不过职场的勾⼼心⽃斗
角尔虞我诈，那我只能拼体⼒力、︑拼意志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2013年4⽉月我开始练习跑步，在还没有跑过⼀一次城市马拉松的
情况下，听说有⾹香港有⼀一个非常疯狂的百公⾥里越野比赛，就冒
冒失失地抢到了⼀一个名额，报完名查资料才知道⾹香港百公⾥里越
野可不是常⼈人能够完成的。︒于是开始了我的疯狂磨练，为参加
⾹香港⼀一百，我先后参加了宁夏的黄河⾦金岸马拉松、︑北京马拉松
和上海马拉松，成绩从第⼀一次的3⼩小时59分逐步提⾼高到了3⼩小时
44分。︒2014年1⽉月16⽇日我终于踏上了⾹香港这块久违的宝地，
⼀一场从未经验过的疯狂赛事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1⼩小⾹香港 
!

⼩小往往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看惯了内陆城市建设的投资
⼤大⼿手笔、︑⼤大开发、︑⼤大建设，来到⾹香港，感觉⼀一切都那麽精致、︑
那么有序，路很窄却不堵、︑⼈人太多却不乱、︑街边⼩小店繁多却不
宰、︑⼈人⼈人都在打拼⽣生计却不烦，处处能够感受到低调务实的民
风。︒ 
⾹香港的教育和内地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在太原去⾹香港的飞

机上⼩小孩⼦子⼀一个比⼀一个没礼貌，⼀一个比⼀一个娇⽓气，根本不懂得



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使唤空姐比使唤保姆还爽快，⼤大呼⼩小叫

我⾏行我素、︑无视别⼈人的存在，这就是内地⼀一味追求应试教育的
结果，只懂得学习不懂得做⼈人。︒看看⾹香港的同龄孩⼦子，虽然他
们数理化不⼀一定考的过内地这些⼩小少爷们，但⼈人家却懂得尊重
别⼈人，懂得奉献，比内地同龄⼈人更有爱⼼心。︒⾹香港百公⾥里志愿者
有近三分之⼀一的童⼦子军，他们坚持32个⼩小时在荒郊野外为参赛



选⼿手提供服务，国内有⼏几个⼩小学敢组织学⽣生参加这种义⼯工活
动︖？又有⼏几个家⼈人舍得让⾃自⼰己的孩⼦子吃这种苦头︖？ 
    出了机场，国内会有⼤大量⿊黑⽜牛党拉你打⿊黑车、︑住酒店、︑报旅
⾏行团，各种卡⽚片强⾏行塞你⼀一⼜⼝口袋，背后的结果是磨⼑刀霍霍向你
宰。︒⽽而⾹香港出来是志愿者告诉你怎么⾛走更便宜，那⾥里有免费的
巴⼠士可以坐…让我们这些内地经常掉入商业陷阱的⽼老江湖们都
有点怕，不敢相信资本主义⾹香港的活雷锋比雷锋故乡还多！进
入这种环境你就是再不⽂文明的⼈人也会⾃自觉收敛不⽂文明⾏行为，⽽而
当你再回到内地时，你还能坚守吗︖？                  

!
2⼤大⾹香港 
!

⾹香港很⼩小，到处是⼩小街⼩小巷，⼩小⼈人⾏行道，⼩小超市，⼩小商
铺，⼀一个银⾏行就是⼀一间⼩小铺，⼀一个⼩小门⾯面就可能是⼀一个证券公
司，商品琳琅满⽬目，品质货真价实，服务耐⼼心细致。︒中环，上
环，九龙，铜锣湾，油麻地…这些⾹香港电影⾥里⽿耳熟能详的地⽅方

经过多少年的洗礼没有太多变化，鸽⼦子窝式的公寓楼，⾼高耸的
⼤大厦满墙的空调扇，没有什么⼤大⼯工地，没有什么⼤大项⽬目，更没
有什么⼤大跃进式的gdp增长指标，但⼈人⼈人都在努⼒力，⽩白发苍苍
的⽼老翁会⾃自豪地向您推荐他亲⾃自下厨的⼩小吃，讲述他的家乡风
情。︒正值壮年的印度帅哥，穿着⼯工衣专⼼心修理路边设施。︒⾦金发



碧眼的西洋美女和西装笔挺的⼤大陆帅哥在地铁⾥里眉⽬目传情交流
⼯工作。︒⽪皮肤⿊黑亮的菲佣在街⼼心公园抱着幼⼉儿拉着⼩小童玩耍…⾹香
港包容混合着各种⾎血统的追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百年⼩小⾹香
港在此刻影射出的是⼤大⾹香港的⽂文化底蕴，常常让我的⽿耳边响起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费… 

 
    今夜海风送明⽉月，闭⽬目修身港百疯。︒明天五点半集合六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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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在天才的帮助下所有装备补给都已经准备就绪，所有顾虑
都已经遗忘在⾹香港的街头巷尾，18⽇日我要放下⼀一切过眼烟云的
功利虚荣，进⾏行⼀一场纯粹的越野跑步⾹香港游，⽤用我的双脚去经
历⾹香港的百年沧桑，去感受⾹香港回归的艰难困苦和繁荣昌盛。︒
⾹香港您好！⼩小平您好！中国您好！ 

!
3港百艰难变神话  之出发 18⽇日8点 

       
在内地从来没有喝⽜牛奶拉过肚⼦子，但到⾹香港晚上喝了⼀一⼤大

桶鲜⽜牛奶，⼀一晚上我竟然拉了两次肚⼦子，⾹香港的⽜牛奶很醇，味



道很好，难道天然纯正的⽜牛奶我们反⽽而不适应︖？住在跑吧集体
预定的酒店，⼤大晚上11点楼道⾥里还吵杂个没完，休息不成，好

不容易安静了我和天才又此

起彼伏的咳嗽，上次年会酒后夜爬东山我俩都感冒了，咳嗽⼀一
直没有好。︒2点多才睡着，5点就起床带比赛东西离开，⾏行李寄
存酒店。︒cp5和终点可以存两个包，这就需要考验你的越野作
战经验，能⼒力强和弱这时就体现了出来。︒因为和天才住⼀一起，
⾃自以为已经吸取到天才越野的精华，所以我把买上⼀一天都没⽤用
过的登山杖放在了cp5…七点坐跑吧的⼤大巴来到比赛场，不亏是
国际著名的越野比赛，外国⼈人真多，都⽤用英语交流，我只能望
洋妞兴叹。︒当然珊瑚我不会放过，合影后知道她是24⼩小时的兔
⼦子，看来比赛超过她还是又希望的！扛⽊木头跑马兄也来了，这



望的！扛⽊木头跑马兄也来了，这次扛20⽄斤⽊木头要完成百公⾥里，
神⼈人！赛会开幕式专门悼念了在巨⼈人之旅不幸遇难的杨源，同
时也是提醒每个参赛者港百不是⼉儿戏，安全完赛比什么都重
要！出发赛会邀请区由国际越野名⼈人占领，其余是⾃自⼰己按预计
完成时间分16，20，24⼩小时完赛来划分，天才他们准备16⼩小
时完赛，我也拉上花花跟在了他们后⾯面，⼀一场史无前例最⼤大规
模的⾹香港百公⾥里越野跑盛会在⼤大家集体倒计时下开始…  

!!!
4拥挤赛道热⽕火超 

（ sp东坝 11公⾥里  18⽇日9点19分到达，⽤用时1⼩小时19分） 
!

1600多⼈人通过出发，比赛道路很窄，所以基本⾼高⼿手都拼命
往前冲提前抢位置，天才和他的冲⾦金团队⼀一出发就没影了，花
花也很快跑没了，公路赛道跑了不到⼀一公⾥里就转入山路，路最
多两⼈人并排，要超⼈人必须说sorry。︒非常耗费体⼒力，还好是百公



⾥里比赛，我也不急，谁想超我就让谁，我们⼏几个背着山西再担
保的名字时刻得体现⼤大企业的风范呀！跑到⽔水库上时突然看见
了昂哥，他北京tnf13⼩小时完成，跑了⼀一百多个马拉松，他告诉

我前⾯面⼀一定要慢。︒我就跟着他跑，⽔水库风景真美，蓝天⽩白云又
美上加美，不知是山包围着⽔水还是⽔水包围着山，第⼀一次在这风
景如画的⾹香港比赛跑步真是⼀一种享受，⼼心⾥里不断佩服⾃自⼰己选择
跑港百真是太有远见了！⼀一路上和昂哥在各种美景前留影，1⼩小
时19分我和昂哥到达了sp站，感觉非常放松，⾹香蕉，橙⼦子，巧
克⼒力，三明治随便吃，可乐，运动饮料随便喝，这样的⼤大赛太
合我这吃货跑者的需求了，吃吧！吃了⼀一堆⽔水果给临时准备的
饮料瓶⾥里加满运动饮料继续出发！ 

!
5过了cp1以为这就是越野 



（cp1盐⽥田湾10公⾥里18⽇日10点47分到达，⽤用时1⼩小时29分） 
!

    sp长11公⾥里虽然路窄，但也有很好跑的公路，sp到cp1⼗十

公⾥里，爬⼀一个340⽶米的山，⼼心⾥里想这么低的山包还不是如履平
地︖？想想太原崛围山也曾经⼀一天爬过8次……随着越野队伍的拉
伸，到爬山时⼈人群已经不密集了，我⼀一路紧跟着昂哥，他⼀一路

速度控制的很好，我看他不急不躁的⼩小步慢跑，想着是不是能
够⼀一路跟他到cp5呢︖？山没爬⼀一会就根本没有路了，全是凹凸
不平的乱⽯石块路，有跑友在cp1就拉伤⼤大腿了。︒我⼩小⼼心滴跟着
昂哥，可是看他慢悠悠的步⼦子我竟然⼀一会就跟丢了，好⼏几次落



脚侧滑，⾟辛亏穿着3天前刚的萨洛蒙越野鞋保护性能很强，不然
肯定cp1就交代了。︒sp到cp1完成了⽔水库到海边的交替，太美
了！海⽔水⼀一望无际，在山上可以看到⼤大海由浅到深、︑由绿到蓝
的层次感，这⾥里没有任何农业和⼯工业污染，从完全原⽣生态的海
滩跑步穿过时我真想脱掉衣服跳进海⾥里畅游…在内地我去过很
多海滩游玩过，但像这种貌似完全没有开发商业活动的海滩还
真没有玩过，太诱惑游泳爱好者了！10公⾥里爬山加海滩跑⽤用时
1⼩小时29分，这时的我已经⼤大汗淋漓，但⼼心⾥里很开⼼心，虽然累
点，但边跑边欣赏风景，美哉！ 

6海滩、︑丛林、︑美臀 
（cp2黄⽯石  7公⾥里18⽇日12点12分到达，⽤用时1⼩小时25分） 

!
    cp1出来就是⼀一路的沙滩，丛林，丘陵，都说⾹香港浅⽔水湾⾼高
档富⼈人区海⽔水好，看了这⾥里的海才知道⼤大海的原始美，这7公⾥里

丘陵、︑丛林、︑沙滩跑是最富负氧离⼦子的跑道，不知道⾼高⼿手有没
有时间欣赏风景，反正⼤大部分跑友到了这⾥里都要刻意放慢脚步
感受⼀一下海风的抚摸，在荒芜⼈人烟的沙滩上刻下⾃自⼰己最轻松的
步伐…就在我留恋这沙滩美景时⼀一阵旋风飞过，差点亮瞎我的
眼镜，⼀一个欧妹跑了过去，穿着2xu的跑步裤，那线条绝对是
标准的沙丘美臀，貌似她是直接穿上去的…上⽕火太上⽕火，这海
风和负氧也太不下⽕火了，加快脚步跟上这青春的步伐！刚准备



追上山丘，昂哥不知何时从后⾯面窜出来了，给他⼀一照相再追，
昂哥和欧妹已经⼀一起消失在了丛林中，7公⾥里到cp2⽤用时1⼩小时
25分，到补给站先喝⼀一杯可乐消消⽕火，狠狠⼲干了⼀一碗蛋炒饭，
真炒蛋了！跑了这么多次马，第⼀一次发现原来屁股上⾯面印个x这
么显身材，早知道我也应该买身2xu的跑步衣，穿上绝对配。︒
昂哥补给站没见，难道… 

7爱要够揩油 
（cp3海下 8公⾥里18⽇日13点51分到达，⽤用时1⼩小时39分） 

!

    cp2的补给站在海边，队员们都带着动物的帽⼦子，真的很有
爱，在这个补给站我没有看见昂哥，难道他不吃东西直接上
路︖？我吃了点蛋炒饭拿⾹香蕉，加满瓶⼦子⾥里运动饮料就去追昂
哥，穿越丛林，路是⼀一条只能⼀一个⼈人跑的20厘⽶米宽路，穿越海
边废弃的民居，看至残垣断壁上的烟⽕火痕迹，难道是被⼈人废弃
的世外桃源︖？丛林⾥里有悠闲的⽜牛⼉儿吃草，与从它身边匆匆跑过



的参赛者形成鲜明对比。︒百公⾥里赛道⼤大部分是⾹香港著名徒步线
路麦理浩径，因此也会遇到本地的徒步爱好者，他们都会礼貌
地主动让路给选⼿手们，没有办法⼤大部分路只能⼀一个通过。︒cp2
到cp3没有太多爬升，但路况很复杂，以草地、︑⼟土路、︑⼩小径为
主，⼀一路会经常从不同角度欣赏⽔水库和⼤大海，sp到cp5基本都
是围绕西贡北潭涌公园外围的山脉跑，当你驻⾜足回望时会感慨
⼀一会⼉儿时间刚才还在脚下的山脉已经⽃斗转星移到海的对岸…到
cp3距离8公⾥里，⽤用时1⼩小时39分，基本没有平路。︒cp3看见那
个欧妹⼦子的背影，真想不吃东西继续追，刚抬腿就听到⼀一群⼈人
在喊“爱要够揩油，够够够”，晕！这是想都不让想︖？太让我无
地⾃自容了。︒定睛⼀一看，是⼀一帮盲⼈人在喊，太厉害了吧，连盲⼈人
都看出来我这点⼩小出息了︖？再细致⼀一听，⼈人家是⾹香港话“219加
油，go.go.go”，吓我⼀一跳，收起我那个躁动的⼼心，马上吃东
西向cp4进军！ 

!
8雄鹰展翅 ⾦金猴相迎 

（cp4榕树澳9公⾥里18⽇日15点17分到达，⽤用时1⼩小时26分） 
!

    cp4是基本转⼀一圈回到离起点不算太远的地⽅方，这⼀一个圆弧
把北潭涌湖光山⾊色尽收眼



涌湖光山⾊色尽收眼底，起伏的沿海山道经常是陡然急降，跑在
这种⽔水泥路上控制不好速度就可能失重滑倒。︒本来还想追上昂
哥，这时我放弃了这么幼稚的想法，⼈人家北京的tnf比赛13⼩小时
完成，厦门24⼩小时跑174公⾥里的⽔水平，我想跟上真是天⽅方夜
谭。︒出发前武哥说前半程要慢，昂哥也⼀一路告诫我，那我就采
取我最喜欢的放松跑吧，上坡上台阶基本都⾛走，平路下台阶就
慢速跑，⼀一路上上坡谁都超我，平路下坡我又⼀一路超回来，但
基本不费啥体⼒力。︒正在享受⾃自⼰己跑步的节奏，突然头顶传来⼀一
声长啸，这是难道是桃花岛的黄蓉妹妹知道我来了︖？仰头⼀一看
⼀一只神雕展翅翱翔…好不威风！我⼤大声⾼高呼，雕兄我在这⾥里⾥里
⾥里…只见神雕在我头顶盘旋⼏几圈，貌似要说啥，慢慢向前飞，
我⽴立马加快脚步飞奔在蒿草山坡上，神雕在指引我⾛走捷径︖？雕
兄那可不⾏行，今天我是专门来折磨⾃自⼰己的，不能为节省体⼒力绕
近路！这时雕兄发出⼀一声长啸“2222…”嗖地飞⾛走了。︒哎！雕
兄，不怕你笑话我，⾃自从杨过和⼩小龙女私奔了，我已经孤独求
胜很多年了，但⼀一直是越败越战，从铁三到马拉松到越野，样
样都是打酱油…不觉中跑到⼀一段盘山公路，路边蹲着个⾦金⾊色⽑毛
⽪皮的东西，以为是狗就放慢速度，别被狗咬了！不过前⾯面遇到
好多⼤大宠物狗，狗狗们都很⽂文明，不像内地的狗没⽂文化没见过



世⾯面，看见⼈人跑步就狂追逛叫，⼀一看就是乡巴佬看门狗的后
代，⼈人家⾹香港的狗个个温⽂文尔雅⾏行为端庄…话说路边蹲着的不
是狗⽽而是⼀一只肥猴，⾹香港这猴也随便在街上溜达︖？看见这么多
跑友，⼈人家⽴立起来迎⾯面⽽而来，激动的⼤大家以为⾦金猴是欢迎⼤大
家，没想到⼈人家很有礼貌地把女⽣生给的⾹香蕉拿⾛走了…⾹香港的⽣生
态环境真好，⼈人和动物真友善。︒从盘山公路跑了⼀一会就拐到⼤大
下坡的山林⾥里，发现⼀一个⼩小别墅在路边，仔细⼀一看是卫⽣生间，
真漂亮进去⽅方便⼀一下吧，⾥里⾯面还有卫⽣生纸，非常⼲干净，也没有
看见打扫卫⽣生的⼈人，再回到跑道时感觉神清⽓气爽，肚⼦子舒服很
多，但刚才⼀一路超过的跑友又把我反超的没影⼦子了。︒努⼒力追
吧！⼀一路放松跑到达cp4已经跑完45公⾥里了，很轻松，基本没
有发⼒力，这9公⾥里⽤用时1⼩小时26分。︒值得⼀一提的是补给站进入时
有很多志愿者很照相，我都提前配合留影，出cp4时⼀一个女志
愿者⼿手拿两个⽓气棒，看见我跑过来边跳边双击⽓气棒，热情洋溢
的⾼高呼“爱要够，酱油，go.go.go”这⼀一幕是每个补给站必须有
的环节，志愿者不但在给参赛运动员补充丰富的能量食品，更
是为我们提供了食品无法代替的精神能量补给，⾹香港志愿者太
棒了，她不是简单的随⼜⼝口见⼈人喊声加油，⽽而是喊出你的参赛号
码告诉你，这⼀一刻她只为你加油！谢谢你们，⾹香港志愿者，你
们比跑友更伟⼤大！ 

9 热吻受惊 
（ 企岭下 7公⾥里18⽇日17点2分到达，⽤用时1⼩小时45分） 

 
    cp4四出来对所以参赛者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虽然只有7



公⾥里，但要翻⼀一座近400⽶米的鸡公山，最痛苦的是山路崎岖不
平，最怕的是很多路段存在松散乱⽯石，⼀一旦落脚点选错地⽅方，
轻则摔倒蹭伤，重则扭伤动骨。︒这种路况是我平时跑步没有锻
炼过的，所以跑的非常⼩小⼼心，全神贯注紧盯路⾯面起伏办法，下
坡采⽤用天才说的借⼒力打⼒力办法，加⼤大每步距离，减少盲⽬目落脚
风险。︒第⼀一次接触累计爬升的概念，完全让你从前⾯面游山玩⽔水
式的越野跑回到正宗的⾼高强度爬升上来，这个路段⼤大家从轻松
回到了严肃，从嬉⽪皮笑脸回来了⾼高度紧张，这时也展⽰示出了登
山杖的优势，⽽而我们没有带登山杖的跑下来⼤大腿膝盖就会很痛
苦。︒熬过烂路后有这⼀一段树林很密，很多台阶，爬上爬下没完
没了，好不容易看到⼀一段非常长的下坡台阶时，看见不远处路
边站着⼀一对外国⾦金童⽟玉女正在激吻，我正在诧异该不该跑过去
打扰情侣的雅兴，这时他们听到了我沉重的脚步声，马上分开
⼤大声喊，“爱要够、︑酱油！爱要够、︑酱油！”，my god!我差点
腿发抖摔倒，这是什么节奏︖？这志愿者也太让我受刺激了，这
肾上腺激素分泌也有点太不规律呀。︒我晕晕地跑了过去⼼心⾥里
想，我要跑！跑到天⿊黑拉个美女⼀一起跑…这段我⽤用时1⼩小时45
分，总历程已经达到52公⾥里，总⽤用时已经到达9⼩小时。︒在cp5
遇到了太原花花，他⼀一直跑在前⾯面，没想到cp5时他胃疼的厉
害，没吃东西准备和⼏几个跑友⼀一起退赛。︒去年他就已经参加⼀一
半退赛，今年又不想跑了，我说花花天还没有⿊黑你就退赛太可
惜，给他弄了些热汤和⾯面包让他吃，⿎鼓励他⼀一定能够完成赛
事，花花马拉松跑的不错，如果港百第⼆二次来再退赛，会对他
产⽣生很⼤大的⼼心⾥里负⾯面阴影！花花在我⿎鼓励的慢慢缓了过来，我
跑前跑后忙着他，竟然忘记领出来⾃自⼰己的寄存装备。︒忙完找了
半天领出装备，拿上登山杖，充电器，头灯，⼿手电等晚上必⽤用
装备。︒在补给站吃碗⽅方便⾯面时北京贾哥来了，简单收拾补给⼀一
下他就匆匆出发了，我换完装备找花花，准备和他⼀一起⾛走好照
顾他，没想到他和⼩小伙伴们已经⾛走了，在这个补给站我竟然浪
费时间1⼩小时20分，看来想20⼩小时内完赛得抓紧了，前⾯面玩的
太多，跑的太放松直接影响了我后半程的比赛，我的⼩小银⼈人还
在吗︖？ 

10  追梦  



（cp6基维尔营  13公⾥里18⽇日20点52分到达，⽤用时3⼩小时50分） 
⾹香港⼀一百公⾥里越野赛16⼩小时内完成是⾦金⼈人奖，20⼩小时内完

成是银⼈人奖，24⼩小时内完赛是铜⼈人奖，超24⼩小时完赛就只有奖
牌了。︒天才和bug是直接冲⾦金⼈人奖去了，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给
⾃自⼰己定的⽬目标是安全完赛，看到他们个个都制定了严格的完赛
计划，我也想在20⼩小时内完赛，但是到cp5时已经⽤用时9⼩小时2
分，补给⽤用了1个⼩小时20分，总⽤用时已经10⼩小时32分，要想
20⼩小时内完成，我必须在9个半⼩小时内完成后⾯面的比赛，有梦
就去追，冲啊！我要追回逝去的时间！ 

把所有的梦⽤用热情点燃 
青春岁⽉月熊熊烈⽕火燃烧在风中 
把你的名字刻在星星上 
每个⿊黑夜抬头仰望温暖我胸膛 
我要选择我的路我不会害怕风和⾬雨 
只要有你的⿎鼓励不会犹豫 

追追追我追过狂风追过我⾃自⼰己 
不会退缩没有后悔有梦就去追 
追追追我追过时间追过天与地 
有梦的明天那就是我的未来! 

    刚出cp5不久天就⿊黑了，我带上头灯⼀一⼿手拿⼿手电⼀一⼿手拿登山
杖⼀一路逛奔，因为以前从没⽤用过登山杖，所以⽤用它放在了
cp5，现在拿起来⽤用，发现爬山还真省⼒力，早知道前⾯面50公⾥里
⽤用上还真能省不少⼒力⽓气。︒Cp5到cp6总距离13公⾥里，要翻过海
拨580⽶米⾼高的马鞍山再登上海拔577⽶米的⼤大⽼老山，⼤大部分参赛
选⼿手跑到这⾥里已经总耗时⼗十⼩小时左右，不停的运动导致身体累
计疲劳度不断增加，从⽩白天跑到夜间⼤大脑容易处于缺氧状况，
加之爬升难度的增加导致这段路程是退赛率较⾼高的路段。︒但我
此刻已经处于满⾎血状态，⼀一路狂奔，渐渐的前后已经没有⼀一个
⼈人，⼏几公⾥里也不见⼀一点光灯，常怀疑⾃自⼰己是不是跑错路线了，
每到⼀一个路⼜⼝口都⼩小⼼心地观察路标，还好赛会总是在关键的地⽅方
摆设了反光条，让我能够⼤大胆地往前冲。︒不停的上山下山，脚
步凌乱但注意⼒力非常集中，⽣生怕滑倒、︑拌倒，幸好我穿的这双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25e9%259d%2592%25e6%2598%25a5%25e5%25b2%2581%25e6%259c%2588&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25e6%2588%2591%25e7%259a%2584%25e8%25b7%25af&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25e5%258f%25aa%25e8%25a6%2581%25e6%259c%2589%25e4%25bd%25a0&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25e8%25bf%25bd%25e8%25bf%25bd%25e8%25bf%25bd&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25e8%25bf%25bd%25e8%25bf%25bd%25e8%25bf%25bd&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25e5%25a4%25a9%25e4%25b8%258e%25e5%259c%25b0&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25e9%2582%25a3%25e5%25b0%25b1%25e6%2598%25af%25e6%2588%2591&fr=qb_search_exp&ie=utf8


越野鞋很给⼒力，⼏几次踩空都没有崴脚，偶尔从山脉间看到⾹香港
的夜景，真美！⾼高楼林⽴立蜿蜒曲直连成了壮观的灯海，真想跑
进星光璀璨的都市之中，但是刚刚接近，赛道就会转向另⼀一座
山头，继续令⼈人崩溃的爬升。︒很快我的⽔水也喝光了，补给也吃
光了，还没有看到补给站，⼲干渴、︑饥饿让曾经亢奋的⽃斗志荡然
无存，山上树⽊木很密，视线不清，⿊黑暗中我像⼀一头困兽始终无
法看到光明，焦虑中突然我听到了⼀一曲悠长的⼩小号声，那低沉
的⾳音乐像催⼈人泪下的号角，让我难以控制⾃自⼰己已经风⼲干多年的
泪⽔水，至今也想不清楚当时是看到cp6的激动，还是在感恩志
愿者在⿊黑暗中⽤用⾳音乐来为我们指明⽅方向…. 这段13公⾥里的山路
加cp5休息时间总⽤用时3⼩小时50分，已经跑过65公⾥里，要想在
20⼩小时内完成剩下的35公⾥里必须在7⼩小时内完成，我要疯
狂！！ 
!

11  险遭迷路  
（cp7笔架山  8公⾥里18⽇日22点42分到达，⽤用时1⼩小时50分） 

Cp6补给站我没有多呆，⼀一个10岁左右的⾹香港⼩小帅哥问我
需要什么︖？我说三明治，他马上跑步给我拿了过来，我边吃边
加⽔水，吃完三明治拿上四块⾹香蕉就冲出了补给站。︒从cp6出来
我⼀一路超⼈人，直到变成我⼀一个⼈人的征程，这⼀一段路非常寂寞，
从⼤大⽼老山到笔架山是看⾹香港夜景最美的⼀一段，但我已经无⼼心欣
赏，只能在⿊黑暗中估算着时间，⼀一会跑过了⼀一个过街天桥，进
入了⼀一个公园，⼀一路都是慢爬升，夜很静，静到能够听到我的
⼼心跳，听到我⼀一步沉过⼀一步的脚步声，仰望天空，⼀一轮明⽉月伴
随着我的步伐慢慢移动，在静静地⿎鼓励我前进。︒为何没有⼈人，
为何只有我⼀一个⼈人在奔跑︖？问天问地问⾃自⼰己，突然⼀一道⽩白光从
我身边窜过，看背景是个美女貌似只拿个⼩小⼿手电，她没有跑，
可是没有⼀一点脚步声，好像是在⾛走又像是在飘，我加快步伐依
然追不上她，她那双⽩白⾊色的纤纤长腿和越野鞋在夜⾥里显得如此
诡异，不管她是⼈人是鬼，我要抓住她，我要拉着她的⼿手，我要
呼唤着她的名字，我要….怎么这么多要求，这深山⽼老林⾥里真能
让⼈人寂寞发疯。︒眼看她就要在我眼前消失了，我赶紧⼤大声问，



你是参加比赛的吗︖？到下个站点还有多久︖？只听见“@%￥￥#
￥”我了个天，还好她是⼈人，还好她还是个会讲⾹香港话的中国
⼈人，还好我真的无法听懂她说的什么，我追着追着又追没了。︒
越野要追⼈人确实比较难，因为⼤大家休息和加速的时间不⼀一样，
或许你正处在体能的低俗遇到了⼈人家运动的⾼高峰，在长达20多
个⼩小时的比赛中⽔水平即使接近也可能在某些站点被远超或领
先，我⼼心⾥里暗暗这样安慰⾃自⼰己，没办法要是在cp7就认输我还
是个男⼈人吗︖？我还有脸回去⾯面对疯狂铁⼈人群的兄弟姐妹们吗︖？
最后的山路很漆⿊黑，有的路标竟然被⼈人乱扔，特别是途中有⼀一
个箭头竟然指向了完全没有路的野山坡，我很困惑，这会是前
⾯面的选⼿手⼲干的吗︖？遇到这种情况真不敢冒然前进，也不敢动指
⽰示牌，怕我刚动路过的⼈人以为我在搞破坏，我暗暗祈祷这千万
别是我们中国⼈人⼲干的….我们中国强⼤大了，强⼤大到总有很多⽤用⼼心
险恶的⼈人总想找机会给我们泼脏⽔水，北京马拉松很多跑友集体
尿红墙让跑马爱好者背上了不爱护环境的骂名，这次⾹香港百公
⾥里越野我吃补给留下的垃圾都随身带着，等找到垃圾桶再扔
掉，⽣生怕破坏了我们内地⼈人的形象，⼀一路跑来，赛道真的很⼲干
净，每个参赛者都象回到家⼀一样爱护着⾹香港的⼀一草⼀一⽊木，但林
⼦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无语，克服困难
做最好的⾃自⼰己吧，⼤大不了多跑⼏几百⽶米！⼀一般500⽶米左右就会有
新的指标。︒煎熬着、︑奔跑着，终于看到了夜光棒组成的⼀一条通
道，这是⼩小志愿者们的杰作，⿊黑暗中⼀一丝亮光都是给夜⾏行者最
⼤大的⿎鼓励和帮助，虽然每个cp站点都灯⽕火辉煌，但是由于山连
山，树连树，在那九曲⼗十八弯、︑起伏不断的山路上，真的很难
发现补给站点，只有到⼀一两百⽶米的地⽅方才能确定，这或许也是
港百的魅⼒力所在，总是在你跑到绝望时遭遇惊喜！到达笔架山
cp7时，8公⾥里山路⽤用时1⼩小时50分，离20⼩小时的⼩小银⼈人时间还
剩下5⼩小时多，信⼼心倍增，还剩下最后27公⾥里，⼼心⾥里盘算5个⼩小
时我应该能完成吧︖？ 

12  ⼀一个沙哑的声⾳音  
（cp8城门⽔水塘   10公⾥里18⽇日24点37分到达，⽤用时1⼩小时55

分） 



到了cp7站点我依然采取快进快出原则，吃⼀一个三明治，灌
⽔水拿四块⾹香蕉⽤用时不到4分钟就继续出发了。︒Cp7到cp8路不是
很难，没有太多台阶，达到这个阶段看到沙⼟土和盘山公路是最
开⼼心的，因为天⿊黑这种路安全性⾼高不容易伤脚，对膝关节伤害
少。︒平时遇到这种路况肯定要全⼒力冲，然⽽而现在毕竟已经过去
了15个⼩小时，体⼒力虽然没有耗费光，但也难以跑出平时的配
速，只要能够坚持跑着不停⽌止下来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又是⼀一
路与寂寞赛跑，常常产⽣生幻觉，感觉⾃自⼰己是个猿⼈人，深夜⾥里在
密林之中穿梭，在山坡上飞驰，甚至我可以歇斯底⾥里地对着⼤大
山猛吼，随意地⼤大声⾼高歌⾃自⼰己知名不知名的摇滚，想尽⼀一切办
法来振作⾃自⼰己已经透⽀支的精神，然⽽而在没有边际的夜⾥里，我的
这点⼩小能量根本激发不出⼀一点共鸣，只能偶尔得到⼏几声野狗的
合⾳音，能够听到狗叫已经很满⾜足了。︒当⼼心跳正在与脚步竞赛
时，听到背后⼀一个沧桑的声⾳音，“你跑的好快！”惊得我⼀一身鸡⽪皮
疙瘩，“你跑吧我不会超你”，我扭头看看也看不清楚，因为他也
没有开头灯，管他是⼈人是鬼︖？总比⼀一个⼈人跑有意思，我们有⼀一
句没⼀一句聊着，他说他cp1就受伤了，⼤大腿拉伤准备退赛，但是
他没有想到能够坚持到这⾥里。︒⾹香港100前⾯面的赛道确定够虐
的，有沙滩路、︑树根路、︑碎⽯石路、︑⼩小溪路…各种我们从来没有
跑过的路都经历了，还好赛事没有把前⾯面的路放在夜⾥里。︒很佩
服这位跑友的毅⼒力，但我始终看不到他的正⾯面形象，我们距离
始终保持在5⽶米左右，他那沙哑的声⾳音让我感觉他像幽灵…这也
无形中加快了我的步伐，好不容易看见亮光了，激动地跑了过
去⼀一看，竟然不是补给点，是⼀一个野营吃烧烤的地⽅方，⾹香港⼈人
真热爱⽣生活，这么晚了还在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有⼈人的地⽅方
总比⼤大山⾥里强，这时能够听到⼏几声加油声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肯
定，继续奔跑⼀一⼩小段，背后沙哑的声⾳音没有了，我也达到了
cp8，这10公⾥里⽤用了1⼩小 时55分，离20⼩小时的⼩小银⼈人还剩下3个
半⼩小时，3个半⼩小时跑完17公⾥里还是很有希望吧?如果在平时应
该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我真不敢肯定，只有拼了！ 

13  烂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cp9铅矿坳 7公⾥里19⽇日3点15分到达，⽤用时2⼩小时37分） 



Cp8稍做补给就冲了出来，哇！⼀一条挺直的平路，太开⼼心
了，如果都是这种路况20⼩小时非常有戏，加速跑！没跑⼏几步又
变成了爬山，⽽而且这山怎么越爬越直呢︖？我⽤用⼒力⼀一只⼿手拄着登
山杖，⼀一只⼿手电照着前⽅方，好⾼高！我滴个奶奶，看不到头，爬
着爬着风⼤大了起来，雾也弥漫着，好冷！我在cp5时增加装备，
下身就⼀一件压缩裤，上身是压缩衣加骑⾏行衣再外加⽪皮肤衣，风
⼤大的我将⽪皮肤衣的帽⼦子也带上了来，还是感觉到冷，特别是腿
部肌⾁肉有些僵硬，本来准备了⼗十颗盐丸，出发时给天才和贾哥
⼏几个，剩下五个盐丸也早吃完了，千万不能抽筋。︒红军不怕远
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风⼤大到⾛走⼀一步都困难，我让感觉现在⾃自⼰己就象红军的⼆二万五千
⾥里长征，爬山太消耗体⼒力了，又冷又饿只能咬牙坚持，速度⼀一
降下来后⾯面的选⼿手渐渐多了起来，并不断的超过我，cp6到cp8
我超⼈人无数，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现在就是我被超的时候了。︒ 
突然有东西强烈地刺激了⼀一下我的眼球，只见⼀一双光光的

美腿⼩小步快频地超过了我，我晕！“不冷呀”我惊叫了⼀一声，传过
来⼀一个银铃般的回答，好听到我竟然没有注意她说了什么，不
⾏行⼀一定要紧跟上她，她就是我的榜样我的神。︒在这荒野之中，
能够和美女⼀一起漫步在群山俊岭之中，那是多少浪漫的⼀一件事
情！我无厘头地和她搭着话，只要她和我说话就不可能甩掉
我，我就有希望度过这又冷又饿又困的漫漫长夜，雾⽓气很⼤大，
要是现在路边有⼀一个温暖的⼩小⽊木屋，烧着红红炭⽕火的壁炉，铺
着北极熊的地毯，摆上整桌冒着热⽓气的⽜牛⾁肉饺⼦子，对！就是来
比赛前⾼高哥让吃的⼀一⼤大锅带着热汤的⽜牛⾁肉饺⼦子！我俩进去休息
休息….那是多么的幸福！尽想美事了，脚⼀一打滑，差点摔倒。︒
抬头⼀一看，⾹香港美女快消失了，醒醒吧乡巴佬，烂蛤蟆还想吃
天鹅⾁肉︖？我打起最后的精神，⽤用⼒力拄着登山杖艰难地跟⼩小美女
身后，⾹香港美女没有跑过马拉松，但是她曾经练过这条路线，
厉害！⾹香港⼈人的身体素质和⼈人家的整体素质⼀一样⾼高！⼀一个没有
跑过马拉松的⼩小姑娘都比我快！好不容易爬到山顶，向远处⼀一
看我差点跌了个跟头，还让不让⼈人活了，对⾯面⼀一座⾼高山上蜿蜒
爬升着⼀一条头灯组成的长龙，这是下了山还要再爬对⾯面的⾼高
山︖？苍天呢，⼤大山呀，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们，谁来救救我呀。︒



只见⾹香港美女遇到下坡台阶加快了脚步，⼀一步两台阶地前进，
我也不敢多矫情，抓紧下吧。︒可是刚才上台阶还好，现在下台
阶脚和⼩小腿都痛，只敢侧身⼀一步⼀一个台阶下，⼩小美女那双⼩小⽩白
腿⼀一会就消失在茫茫雾⽓气中了，我就象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一样
慢慢地挪动着僵硬的双腿下山，⼀一步⼀一步，眼看着时光在流
失，我却无法挽留。︒现在只剩下⼀一个想法，那就是闭住臭嘴，
慢慢地熬时间吧，我就不信我完成不了比赛，我坚信就是爬⾏行
也要翻过这座⾼高山！ 

2⼩小时37分才跑完7公⾥里到达cp9，太慢了，⼤大⼤大低于我的
预期。︒已经总⽤用时19⼩小时15分，我像⼀一个泄了⽪皮球⼀一样⼀一屁股
跌坐在志愿者给的椅⼦子上，从cp5出来到现在我⼀一直在奔跑，没
有坐过⼀一下，但此刻的我失去了勇⽓气，因为路上听⾹香港⼩小美女
说最后⼀一站路更难，还有10公⾥里，就是平路10公⾥里我45分钟也
跑不完呀，20⼩小时的⼩小银⼈人就这样无情的抛弃了我！ 

14  重整河山待后⽣生 	


（终点 ⼤大帽山扶轮公园 10公⾥里19⽇日6点3分到达，⽤用时2
⼩小时45分） 

我静静的坐在椅⼦子上吃着⼩小志愿者端过来的热⽅方便⾯面，真好
吃呀，从来没有感觉过这么好吃的⽅方便⾯面。︒Cp9有四个10岁左
右的⼩小义⼯工在不挺的忙碌，三个男孩⼀一个女孩，⼩小女孩热情地
迎接新⼀一个参赛者，夜风吹乱了她的⼩小辨，吹红了她⽩白净的⼩小



在忙碌的接待跑者休息，亲切地问跑友想吃什么，想喝什么。︒
⼏几个⼩小男孩竟然只穿着短裤，半夜3点的⽓气温冻得他们双⼿手抱着
热茶取暖，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敏捷地帮助跑友端茶灌
⽔水，看着他们⾟辛勤的劳动，我渐渐淡漠了失去⼩小银⼈人的沮丧。︒
他们这样在⿊黑天半夜的服务是为了什么︖？他们能得到⾦金⼈人、︑银
⼈人吗︖？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成长的磨炼和跑友的赞
许，他们期待的是社会的认可，是⾃自身价值的体现，代表的是
⾹香港的未来！和他们这种无私的奉献相比，我这种为⾃自⼰己的⼀一
点虚荣⼼心达不到就垂头丧⽓气的表现，太⼩小家⼦子⽓气了。︒在这⾥里遇
到了和花花⼀一起出发的跑友，得知花花还好，还在努⼒力完赛，
我的⼼心也放了下来。︒反正20⼩小时已经无法完成了，就多休息了
⼀一会，多吃了点食物，看着休息站有条不紊地接待着⼀一批批神
情疲惫的跑友们，⼀一会又送⾛走⼀一批批意志坚定⼤大步向前的跑
友，真为能够参加如此艰苦，却又让每个跑者在最艰难时得到
家⾥里般温暖的伟⼤大赛事⽽而骄傲，⾹香港100让我们这些饱受岁⽉月

摧残的跑者感受到了

最纯真友爱！是的，⾹香港100让我们认识到世间还有很多美好
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去探索、︑去尝试，比如刚才的⾹香港⼩小
美女！对了，⼩小美女呢︖？早跑的没有影了，不要再等待，⿎鼓⾜足
勇⽓气向前冲呀！ 



⼀一批跑友同时向⼤大帽山进军了，⾼高⾼高的山头没有边际，跑友
们有的带头灯，有的带⼿手电，雾⽓气渐渐浓重，道路都是⼩小沟
壑，没有特别明显的标志，反正就⼀一直顺着满山的野路往上
爬 ，让我感觉⼤大家是在攻占⼀一个至⾼高的山头，⼀一块块巨⽯石像⼀一
个个俘虏被我们踩在了脚下，⼀一⽚片⽚片⿊黑幕被跑友们的灯光撕
裂，因为刚才休息的时间比较长，我跑的很嗨，⼀一马当先给⼤大
家领路，正跑的爽呢，怎么感觉光线不⾜足，原来头灯没有电
了，⼿手电电量也有所下降。︒带着后备电池但换起来太麻烦，正
好⼀一个跑友带着⼀一个⼤大⼤大的矿灯在头上，太有才了，那光线像
探照灯⼀一样横冲直撞。︒我跟在后⾯面奋⼒力冲锋，前⾯面冲的太厉
害，慢慢的我开始掉速了，到达山顶时已经⽓气喘吁吁。︒海拔
957⼤大帽山此刻就和选⼿手们的体能⼀一样风云变幻，抬头仰望，
⽉月亮好像在云中穿梭，⽉月亮⾛走我奔跑，乌云遮⽉月我⼩小跑，不知
是我追⽉月亮还是⽉月亮追我，每次⽉月亮穿出云层时就像⼀一只⼤大眼
睛关注着我，让我产⽣生无限动⼒力。︒⽽而⽉月亮消失时我的体⼒力就接
近崩溃的边缘，正当我吃⼒力的前进时，抬头看见⼀一个让我激动
的数字，218号！我⼤大声叫出这个号码，刚超过我的⼀一个瘦⼩小
的身影停下问我，是在叫我吗︖？是呀，哈哈我是219号，我们
连号！真是太巧了，出发也没有看见过，到终点时发现了与⾃自
⼰己连号的陌⽣生跑友，我俩⼀一起跑着，速度接近。︒原来218是来
⾃自新嘉坡的跑友，他也是⼀一个铁⼈人三项爱好者，已经完成过两
次⼤大铁比赛了，真佩服他。︒马拉松成绩没有进4⼩小时，比我差⼀一
点，但是百公⾥里他已经参加过⼏几次了，我们⼀一路边聊边跑，这
种有⼈人陪伴的感觉真棒，不觉中就到下坡盘山公路了，下去4公
⾥里就是终点。︒很多跑友这时冲锋超过了我们，218也按捺不住
激动的⼼心情跃跃欲试，我说你有实⼒力就冲吧，他真是实⼒力强
⼤大，撒丫⼦子就跑了。︒我腿⼀一直就点快抽的感觉，不敢发⼒力，不
过⼩小跑了⼀一阵，我想⼈人⽣生能有⼏几回搏，虽然⼩小铜⼈人已经稳拿在
⼿手，但是为了⼀一路关注我的⼤大眼⽉月亮姐姐我也要最后的疯狂⼀一
把，冲啊！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 
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25e6%258b%258d%25e6%258b%258d%25e8%25ba%25ab%25e4%25b8%258a%25e7%259a%2584%25e7%2581%25b0%25e5%25b0%2598&fr=qb_search_exp&ie=utf8


莫笑我是多情种莫以成败论英雄 
⼈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 
嘿呦嘿嘿嘿呦嘿管哪山⾼高⽔水又深 
嘿呦嘿嘿嘿呦嘿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 
嘿呦嘿嘿嘿呦嘿茫茫未知的旅程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 

当我奋不顾身冲刺公看到⾹香港百公⾥里终点的⼤大门时，我真
的很怀疑，这就是终点吗︖？22⼩小时3分，从18⽇日早上8点出发，
到此刻已经是19⽇日早晨6点零3分了，我和⼤大家⼀一起不停的奔
跑，⼀一起经历了百公⾥里的兴奋、︑痛苦、︑疲劳、︑互助、︑友爱….站
在终点的⼤大门⼜⼝口，听到赛会宣读我的名字，在闪电灯的照耀下

让我内⼼心无比⾃自豪，我⾼高⾼高举起我的双⼿手，向天长叹，我完成
了！我真的完成了我的百公⾥里梦想，从此我可以笑看⼀一切世间
坎坷路，我可以⾃自豪地向每个朋友证明我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
弱者，我可以向⾹香港的⼩小义⼯工们⼀一样在别⼈人遭遇困难时伸出援
助之⼿手，我可以拥抱更美丽的明天，我可以…我真的可以！ 

15 后记 百公⾥里我⼼心英雄榜 

经过了最后冲刺的兴奋，体能已经荡然无存，清晨的风搜
刮着我最后的热量，我哆哆嗦嗦地去领上包，穿上所有的衣服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25e5%25a4%259a%25e6%2583%2585%25e7%25a7%258d&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25e8%25ae%25ba%25e8%258b%25b1%25e9%259b%2584&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25e5%25a3%25ae%25e5%25bf%2597%25e5%259c%25a8%25e6%2588%2591%25e8%2583%25b8&fr=qb_search_exp&ie=utf8


依然冻的要命，领上⼩小铜⼈人和赛会为完成者提供的抓绒衣，看
到了急忙过来找我的天才，他和bug都在16⼩小时内完成拿到了
⼩小⾦金⼈人，这并不是我最佩服的，佩服的是他们昨天晚上12点前
就完成比赛了，⼀一直没有回去休息，⽽而是在终点苦苦等待我
们，我们在运动，他们却硬是在终点冻了近7个⼩小时！太强⼤大
了，我刚跑下来就已经冻的要死，他们却默默忍受挨冻8个⼩小
时，天才确实很棒，跑完百公⾥里基本没有什么不良反应，bug
拼的太凶了，已经体能接近极限，比赛后都无法正常上下楼梯
了！ 

曾经跑过100多个马拉松的昂哥19个⼩小时完成了比赛，北
京的tnf百公⾥里他是13⼩小时完成比赛的，可见⾹香港确实不容易。︒ 

北京贾哥，已经跑过90个马拉松，他也是第⼀一次参加⾹香港
⼀一百，24⼩小时17分完赛，差⼀一步拿上铜奖。︒ 

苏队和志英姐，和我⼀一起来的山西著名跑马夫妻，26个⼩小
时同时完成比赛，真的非常佩服他们的意志⼒力，夫妻俩第⼀一次
参加港百同时完成比赛，这可能是本次比赛独⼀一无⼆二的！ 

花花，第⼆二次参加港百，第⼀一次比赛没有完成，这次cp5时
胃痛的想退赛，在我的⿎鼓励下，他坚持了下来，吐了⼀一路，中
途睡觉休息的情况下，27⼩小时完成了比赛，好样的！ 



中国铁驴，他扛着20⽄斤的⼤大⽊木头参加港百，跑到63公⾥里退
赛了，虽然没有完成比赛，但依然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敢问
天下，谁有勇⽓气扛着⼤大⽊木头来参加百公⾥里越野比赛︖？ 

珊瑚，24⼩小时的兔⼦子，带着五个⽣生⼿手挑战百公⾥里，最后27
⼩小时集体完成比赛，非常佩服这个⾼高调的美女，能够放弃⾃自⼰己
只为照顾别⼈人完成比赛的⼈人，这个世界上能有⼏几⼈人︖？ 

参加⾹香港100公⾥里，报名费花费864元、︑机票2500元、︑住宿
1116元、︑⾹香港交通吃饭500元，五天三晚总共消费⼈人民币4980
元。︒ 

20⽇日中午踏上归途，下午5点回到太原就马不停蹄地跑到
单位加班到晚上10点才吃上当天的第⼀一顿饭。︒⾹香港⼀一百就是⼀一
场梦，告别她⼀一切从零开始，第⼆二天坚持每天正常的跑步锻
炼，⼯工作之余还要筹备2⽉月6⽇日⾃自⼰己组织的太原⾸首界迎春纳福马
拉松赛，最重要的是加强综合体能4⽉月去台湾经历我⼈人⽣生的第⼀一
场⼤大铁比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经过⾹香港百
公⾥里的征程我有信⼼心去迎接⽣生命中的每⼀一场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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