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郑州古都学会副会长赵富海
心中，十年漫漫“申遗”路就是一场
与历史赛跑的马拉松。

“我虽然跑不动马拉松，但我认
同‘马拉松’精神，每一个人都需要
这种精神。”赵富海在所有人的眼
中，是写城市历史的高手，他总是能
用叙述性的语言把厚重的历史写得
灵动起来。反映“申遗”的长篇报告
文学《历史走动的声音》的诞生，于
他而言，又何尝不是一场持续 3年
的马拉松呢？！

自 1999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
河南省博物馆原馆长许顺湛等5位
老专家联名呈报《关于嵩山申请世
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问题》的汇报信
开始，到2010年8月1日，登封“天地
之中”历史建筑群于第34届世界遗产
大会上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郑州的“申遗”之路于郑州人的期待
来说，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

“嵩山申遗”是一个大概念，具
体申报哪些文物保护单位、如何申
报，还需要国家文物局给予指导。
自 2000年 5月 26日，国家文物局负
责“申遗”的郭旃应邀来到河南，对
嵩山的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全
面考察；到 2007年 9月中旬，以郭
旃、郭黛姮老师为顾问，抽调省市专
家，自己成立文本编写小组，在不到
两个月的时间内，出色地完成本需
要 2~3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申遗”
文本的编制任务，再到2009年第33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登封“天地之
中”历史建筑群由“退回重报”晋级
为“补充材料推荐列入”，一个又一
个热爱郑州的专家、学者、工作人员

在“申遗”的马拉松赛道上挥洒汗
水，赵富海是他们的记录者。

“当时觉得不就是写篇报告文
学嘛，有啥难的。没想到一写就是
3个年头，稿子大大小小的修改有
20多遍，共计 200多万字。”赵富海
用 3年时间，采访了官员、军人、僧
侣、学者、文人还有普通老百姓共计
139人，上至严文明、李伯谦、张文彬、
郭黛姮等考古专家、古建专家，下至
田间地头的普通农民，仅他看过的
档案资料就有50多公斤重。

“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次
难忘的精神洗礼。嵩山文化是中原
文化的根，而中原文化又是中华文
化的根，自己一定要写好！要让读
者了解嵩山文化！”赵富海认为，世
人对古都郑州的知晓度与她实际的
历史地位还远远不匹配。

早在 1993年，中国殷商文化学
会 32位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就发
起“把郑州列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的倡议书”。然而郑州真正成为中
国八大古都之一，是在 2004年。尽
管入列，但要想改变人们心目中
“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中华上下五千年，盛产古都，随
手拈来有200多个，但作为政治、文
化、经济中心的大一统王朝都城，
而誉之为大古都的，迄今仅 10
个。其中，西安、北京、洛阳、开
封、南京、杭州“六大古都”曾闪耀
60多年，直到 1983年，安阳入列。
尽管郑州入列晚，但意义重大，然
而在普罗大众心中，郑州仍然是“一
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郑州银行杯”2019郑州国际马拉松赛将于今秋十月鸣枪开跑，届时，从CBD到CCD纵贯城市东西的郑马赛道上的诸多城市地标，将以另一种方式向国内外跑友讲述郑州的前世今生。
当巴黎、纽约、北京、上海还是一片荒原的时候，郑州便以天下望归的宏大气势筑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都市——商城。3600年后的今天，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龙头、以大都市区建设为带动，郑州在

新时代新形势下一马当先，积极引领区域协调发展。
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路”，让郑州与全球互联互通、共享共赢。国际化的商都，“朋友圈”越来越大，尤其需要国际化的“会客”方式，“呼朋引伴”、表达自我。作为城市“专属”马拉松，郑州国际马

拉松赛不仅仅是一场竞技赛事、一次健身活动，还是一次文化之旅、心灵之旅、体味城市的精神之旅，更是一场提升城市软实力的文化盛宴。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实习生 安歆

与时间赛跑
回到姓氏文化原点,重塑家族精神和民族信仰

诸多配套活动让郑马升级为一场文化盛宴
“首届郑州国际马拉松赛的举办是成功

的，它不仅是一场体育比赛，更是一场文化盛
宴。”知名学者、导演黄海碧说，去年他作为嘉
宾之一参与赛事直播间访谈，深切地感受到
一场马拉松给城市带来的活力与影响力。

黄海碧回忆说，央媒、卫视、互联网新
媒体平台的直播，全面展示了城市地标景
观，文庙、商城遗址、河南省博物院等郑州的
文化古迹、风景名胜组织拍摄系列的城市宣
传片向海内外跑友展示了郑州的魅力，姓氏
跑团、感动中国人物跑团、赛事微拍团、中国

马拉松摄影展、郑马摄影大赛等诸多的活动
更是让这场马拉松升级为一场全城瞩目的
文化盛宴，吸引了国内外的目光。

“首届马拉松将郑州的城市文化历史
印记和郑州精神不断融入赛事直播中，使
受众看到国际化的马拉松赛事与郑州3600
年商都文明和‘国际枢纽’之城的发展新
貌，使参赛选手感受中国郑州古老而又现
代的城市魅力。”黄海碧说，“好的开始是成
功的一半。2019年是个重大而喜悦的年
份，相信今年的大赛会更加精彩。”

今年郑马继续突显“姓氏马拉松”亮点
记者从大赛组委会了解到，为了突显

郑州“姓氏之都”的城市内涵，今年特别围
绕“姓氏马拉松”赛事亮点，策划了相关赛
事配套活动。“姓氏百科”小知识科普连载
将利用郑马平台，追根溯源各姓氏的起源
故事与演变历史等，按 2019郑马报名人数
排序，每日一更；待赛事抽签结束后，对参
与赛事报名的相关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
并以姓氏作为其中一个分析项目。另外，
组委会还将在全国各地联合组建一支涵盖
各领域精英的“姓氏跑团”，于国庆期间远
赴大漠寻根探源，让郑马的印迹在丝路之
上传播中原文化、郑州故事。这支“姓氏跑
团”将于10月13日载负着大漠英姿奔跑在
郑马的赛道上……

“探寻根文化，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
任。”百家姓主题电视剧《龙族的后裔》总导
演、郑马·姓氏跑团发起人张清认为，回到

姓氏文化原点重塑精神和信仰是一件刻不
容缓的大事。

“由于种种原因，相当长一段时间以
来，家族文化的传承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家族文化的重要作用也常常被忽略。直到
近些年来，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回到
姓氏文化的原点，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获取智慧，从先祖先贤身上汲取力量，对我
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必须且急需的。”

在“百家姓”的马拉松赛道上，张清已经
深耕了15年。“这是一场需要全员参与、没有
终点的大赛，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进来”。

“天地之中，老家河南”已成为河南对外
宣传的响亮名片，列入国家中心城市的省会
郑州，也正在依托每年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全力打造“中国姓氏之都”，“姓氏马拉松”主
题将有助于郑州国际马拉松赛在全国乃至全
世界诸多的马拉松赛中脱颖而出。

“郑州国际马拉松赛是在用世界通
用的语言塑造郑州新魅力。”河南大学
中原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朱世欣说，随着
经济发展，对城市发展的要求越来越精
细。城市文化、城市品牌、城市管理成
为新时期城市间竞争的重要软实力。马
拉松比赛代表着和平、勇敢、爱国等积
极意义，在全世界具有广泛接受性。用
世界通用符号融入世界，是郑州智慧的
选择。

“2018年，郑州市实现了三大突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人均生
产总值突破 10万元，常住人口突破千万
人。郑州作为全国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
迈出标杆性的一步。未来，追求内涵式
发展，打造一个充满魅力的郑州，提升
人民生活幸福水平，照亮、引领河南乃
至全国的文明发展水平，是郑州下一个
历史重任。体育比赛，往往代表着年轻
活力、公平对等、积极合作等内涵，这与
大都市需要的市民文化不谋而合，郑州
国际马拉松赛让郑州人磨炼这种精气神

儿，让郑州更有活力。”朱世欣认为，郑马
为郑州的国际范增加了元素，这是郑州为
中国发展在担当。

“郑州是八大古都之一，但是人们过
去往往还是把郑州定位为商贸之都。郑
州有责任抓紧找到自己的城市灵魂，找到
自己的文化突破点，为中国的文化自信提
供支撑。”朱世欣一针见血指出目前固化
的郑州城市形象与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
身份极不匹配，并就提升城市软实力提出
建议。

“郑州马拉松是郑州的一次良好尝
试，下一步要积极思考如何把赛事多元
化，结合市民生活融入更多中国元素。一
个充满魅力的城市一定是充满人情味的
精细化管理城市，郑州马拉松比赛，离不
开政府、社团、企业、市民等各方面的通力
合作，是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展示，也是
郑州内涵式发展的制度保障，让人们更加
热爱自己的城市。郑州马拉松比赛，是对
郑州城市发展有价值的一次尝试，值得大
家珍视并发展好。”朱世欣说。

与历史赛跑
让中原文化、嵩山文化绽放本应有的光芒

有人在“申遗”的马拉松赛道上流下汗水
有人持续为“古都”奔跑

“郑州商城是人类城市发展史
的活化石，是城市文明发展的里程
碑，是展示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的博
物馆，是刚刚打开尚未被完全认知
的历史宝库。这是一座文明无比
辉煌、令人自豪骄傲的伟大历史创
造。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
曾站在郑州商城城头充满感慨地
说这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啊！”对
于古都郑州身份与地位的名不
“等”实，去年作为嘉宾参加首届郑
州国际马拉松赛的知名学者阎铁成
也深有同感，长期关注并研究中华
文明史和中原历史文明的他一再
呼吁，历史郑州不是一座县城，更
不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她是一座
被现代火车隆隆车轮声唤醒的
3000年王都。从西山古城算起，郑
州已经有 5300年的城市发展史，
从商代亳都算起，郑州已经成为世
界城市群中发展没有中断的年龄

最长的城市。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

新的历史。历经风雨沧桑，依然生
机勃勃，古都郑州呼唤来了火车，又
呼唤来了“四条丝路”，肩负着振兴
中原的重任，继续与时间赛跑、与极
限赛跑、与历史赛跑，向着新的发展
目标迈进。

著名考古学家、郑州人才特使
李伯谦说，郑州地区文物资源的价
值和地位是当前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的宝贵资源，也是郑州区
别于其他中心城市的突出特点。
“现如今，考古界‘国际郑’的大名
已经叫响。高度有了，还要有广
度，马拉松项目参与性强，关注度
高，可以吸引到不同层面的大众
参与进来，从另一个角度打开了
一扇让世界人了解商都郑州的窗
口，这对于进一步弘扬和传播中原
文化十分有利。”

郑马打开了一扇让世界人了解商都郑州的窗口

与极限赛跑 肩负振兴中原的重任，持续提升城市软实力

郑马磨炼郑州人的精气神儿，让郑州更有活力
在如何“抓紧找到自己的城市灵魂”

上，知名学者、作家程韬光有着深入的思
考。多年来，他一直奔跑在研究唐诗和弘扬
唐诗精神的“马拉松”赛道上，期冀着将
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的诗文思想与当
下结合，努力去唤醒一个民族辉煌的梦境。

“去年，我应邀担任首届郑州国际马拉
松赛的主持嘉宾之一，迄今脑海里还回荡
着山呼海啸般的‘加油’声。是什么样的文
化情结让万千的跑友尽情挥洒着豪迈和激
情？我觉得一定不仅仅是坚持不懈的生命
律动、诗和远方。马拉松运动一定在指向
生命中更辽远的东西。”

当程韬光再次穿越时空，感同身受着
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的精神世界，和
他们一起忧伤和欣慰时，他似乎找到了答
案。程韬光说，一座城市备受倾慕，从浅处
说，可以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湖光山色，可以
是令人垂涎不已的各色美食。但从深处
讲，真正能让人魂牵梦萦、难以释怀的，必
定是深厚的文化底蕴、浓郁的人文色彩，以
及历史长河中风姿绰约、魅力独具的杰出

人物。正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人杰，便是一座城市活着的灵魂，‘因

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而马拉松运动直
抵人性精神，是每一个跑友与自己的生命
极限竞赛，是与生命中的苦难和累乏作斗
争，从而去开放出心中的莲花！”程韬光说，
李白一边慨叹着“行路难”，一边生发“直挂
云帆济沧海”的豪情，杜甫“百年多病”的哀
愁，最终让位于“不尽长江滚滚来”……无
论处境如何，他们都不畏惧挑战，用坚韧的
意志和精神，不断突破极限，最终以唐诗为
介，形成集体精神和人格，至今还在抚慰我
们的心灵。

“诗仙、诗圣如此，对每一个不甘平庸
的人来说，也是如此，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无
休止的战斗，更是一场集毅力、耐心、目标
为一体的比赛，与时间、成见、性格、身体的
比赛，在这里，人生的小技巧显得微不足
道，最终取胜的，一定是那些坚持不懈的
人！”程韬光说，又是一年马拉松，祈愿我们
的民族在千年奔波的风霜满面中，拥有一
往无前的少年精神！

马拉松运动直抵人性精神

首届郑州国际马拉松盛况 安涓 图

郑马姓氏跑团旗帜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图

与时间赛跑、与极限赛跑、与历史赛跑

七位大咖解读“郑马”内涵：一场场盛会提升古都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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