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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智亮指出，决定参加世界极地超 
r级马拉松赛事（The 4 Deserts Race 

Series )之一的新疆戈壁沙漠挑战，是因为 

完成比赛募集到的善款将用于帮助爱滋病患 

者，包括了治疗救助、药物研究、预防爱滋 

病宣传等等。 

新疆戈壁沙漠挑战是国际性顶级户外 

竞赛活动。选手必须徒步穿越世界上最危险 

的荒漠，每届赛点的选定包括了地球上风最 

强、气候最干、最热和最冷的地方今年的 

新疆戈壁沙漠挑战于6月18至24日在新疆哈密 

举行。 

为了参加这场2 5 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 

(Ultramarathon )公益挑战，宋智見于去年11 

月开始准备，包括了体能训练和心智训练• 

他坦言，当时其实也有犹豫，担心自己 

无法安排时间，也担心挑战失败。 

“但我告诉自己，既然已经决定了参 

加，就不能退缩。” 

在训练的初期，他给自己定制了每周必 

须完成的跑程，从一开始的每星期50公里， 

慢慢增加到每星期80公里，接着是每星期必 

须完成100公里。 

他说，虽然平时有运动，但不至于这么 

激烈，因此碰上学校考试时，加上要保持体 

能训练，都会觉得很累。 

主办单位对选手体检要求严格 

1.宋智亮目前就读于马来亚大学医学系，他在忙于课业的同时，也积极主办和参与 

公益跑。 

2.除了需要翻越荒漠，宋智亮在长达250公里的挑战中，也看见了许多迷人的风景。 

3.赛事总监细心为体力不支的宋智亮（左）戴上奖牌，让远在异乡的他倍感温馨。 

4.这是宋智亮在戈壁沙漠挑战首日所拍摄的照片，当时的他显得活力充沛。 

5.宋智亮表示，在沙漠中走的每一步路，都是难忘的。 

背15公斤用品展開征途 
“加上活动主办单位对选手的体检要求 

非常严格，所以不能停止训练，要在训练和 

课业两者之间保持平衡，真的不容易。” 

至于心智方面的训练，宋智亮在每晚人 

睡前，都会幻想冲向终点线。 

这项为期7天的超级马拉松公益挑战主要 

是有两个单位的赞助，即赞助参赛者去跑， 

另一个则是捐钱给爱滋病基金会。 

宋智亮说，完成新疆的超级马拉松公益 

挑战后，本身和马来西亚爱滋病基金会合作 

举办了一个庆工跑，希望可以通过公益跑的 

方式，影响更多人，-同帮助爱滋病患。 

为 

了到新疆参加这次的超级马拉 

松赛，宋智亮从吉隆坡搭乘飞 

机往广州，然后再飞往乌鲁木齐，再搭 

火车前往活动地点一新疆的哈密。 

抵达酒店后，他开始打包随身物 

品，要把7天的日常用品，如睡袋、干 

粮、衣服等等放人背包。“主办单位只 

为参赛者准备住宿、热水和冷水。” 

6月18日是开跑的第•天，宋智亮背 

上了重达15公斤的背包，展开250公里的 

征途® 

此次的活动共聚集了来自各国的106 

名选手，宋智亮是年纪最小，也是最没 

经验的选手。 

他指出，如果选手无法坚持下去完 

成250公里的挑战，就唯有退出，但能以 

宋智亮（右）和来自新加坡的选手 
一步一脚印行走在沙漠中。 

志愿者的方式，继续参与此活动。 

宋智亮最终以刚好过关的成绩，完 

成挑战。“这个比赛没有年龄限制，有 

的参赛者已8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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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照片和il頻由受訪者提供 

(八打灵再也13日讯）小 

学时，看见身旁很多朋友因病 

或意外去世，自己的一名好朋 

友也因患上罕见血癌而离世， 

这让他从小对医学产生农厚的 

兴趣；现年22岁的宋智亮目前 

是马来亚大学医学系大四的学 

生，积极主办和参与公益跑， 

为爱滋病患筹钱。 

7天内完成250公里 

不久前，他前往新疆戈壁沙漠 

参加了世界极地超级马拉松赛事， 

在7天内完成250公里的公益挑战， 

希望以另-•种方式帮助爱滋病患筹 

款，也希望本身的经历可影响更多 

人帮助有需要的群体。 

宋智亮毕业于槟城钟灵中学， 

小学开始就参加圣约翰救伤队，中 

学毕业后，也曾加人紧急医疗支援 

服务队（EMAS )，跟随救护车提 

供急救服务《 

他在就读大学的第二年时，在 

校园主办了帮助爱滋病患者的公益 

跑，宣传爱滋病醒觉运动。 

宋智亮在接受《星洲日报》专 

访时表示，在主办公益跑后，开始 

接触很多来自爱滋病基金会的人， 

知道更多为爱滋病患筹钱的管道及 

项目。“我知道对方在前几年有举 

办马拉松为爱滋团体筹款，也想找 

年轻人加人。” 

他觉得这项活动非常有意义， 

“跑那么长的里程就是为了帮助爱 

滋病患筹款，真的很伟大，我当时 

就告诉自己，-定要做出贡献 

他说，这不是为了挑战自己， 

也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 

宋智亮说，自己现在尚在学习 

中，也和许多病患接触，有些爱滋 

病患是通过性接触感染、有些是遗 

传自母亲，•出生就带有爱滋病病 

毒、有的是输血时受到感染等等。 

“这些东西（对爱滋病的认 

知态度）需要加强及深人明白，但 

很多病患不晓得如何寻求协助，以 

为一旦患.I ：爱滋病彷佛就是世界末 

曰 

• 2017年世界极地超级马拉松 

赛事之新疆戈壁沙漠挑战，视频链 

接：https://youtube/9gZuZ0s4b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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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苦了苦，苦尽甘来；享福了福，福尽悲来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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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推荐你身边值得表扬的好人好事，与星洲日报一起塑造温暖人间。 

电邮：newsroom@sinchew.com.my ；电话：03-7965 8888 (新闻主任) 

馬
大
醫
科
生
挑
戰
戈
壁
超
馬 

Headline Running on dessert and raise fund to HIV patients
MediaTitle Sin Chew Daily
Date 14 Sep 2017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Nation Circulation 379,504
Page No 2 Readership 1,092,000
Language Chinese ArticleSize 1110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61,841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185,523



拟参加另3个极地马拉松 

宋智亮披露，会在9月份前往菲律宾 

实习时，参加当地举办的公益跑，那是 

-个为唇裂与颚裂儿举办的马拉松公益 

跑，全程长达50公里* 

“每个人对社会公益的贡献可能不 

-样，但无论到哪里，我每个月会设定 

让自己做点公益。” 

他表示，在参加公益活动时，也会 

专注于课业，毕竟本身的志愿是要成为 
-名医生。 

不过他也透露，计划在未来参加 

世界四大极地超级马拉松巡回赛系列的 

7天内认识全部106选手 

他说，由于参赛人数不是很多，不 

像一般的马拉松比赛人数达到数百或上 

千人，所以在7天内可以认识全部人，而 

且相处得很好。 

“这一趟让我不仅在思想方面成长 

了许多，毅力也是增长了| ” 

S然这是宋智亮首次前往新疆， 

•但整个比赛的环境却让他感受 

到归属感 

“比赛中认识的朋友很照顾我，把 

我当成小孩子，在最后一站时，也特别 

照顾我，和我说一起冲过最后一站。” 

其他二个地点的挑战，那就是南美洲阿 

他加马沙漠、埃及撒哈拉沙漠，以及南 

极，进行的都是7天6夜250公里的长跑赛 

事；也会继续在校园举办各类的癌症醒 

觉活动。 

I比賽環境感受到歸屬感 

0忆在这挑战中最难熬的时刻， 

宋智見表不，是最后一站， 

长达84公里的戈壁沙漠，那时候已经精 

疲力尽。“当时就是很热、很干，加上 

有暴风的一个环境，真的很辛苦也很 
累。” 

他说，在这_ •站，几乎是24小时无 

停止的向前迈进，从清晨5时开始至隔 

天的清晨6时。“半夜12时的时候，就好 

像是一个缰尸的状态，跑不动了就慢慢 

走，很多沙吹进耳朵和鼻子。” 

长达10公里孤单征战 

他说，那是个看不到边际的沙漠路 

段，有_ •段长达10公里的路几乎没看见 

其他参赛者，地面冒烟，让他感到很孤 

单* “要加速也不能，因为太累了，我 

用了一个多小时才走过那条孤单的路， 

但最孤单的路程让我成长最多。" 

他说，当时唯有一直唱歌，把梦想 

唱出来，告诉自己坚持下去。 

宋智亮说，本身的身体状况在前五 

站的时候都还好，惟在最后这一站中暑 

了。 

他表示，走在沙漠的每•步都是赞 

的，当时的地温可达到50摄氏度。 

“那时候出现很多放弃的念头，可 

是我对自己说，既然来了，而且已经到 

了最后一站，绝不可放弃。” 

他说，这是目前人生中最大的挑 

战，最终靠着毅力，在限定的时间内完 

成了250公里的赛程。 

I最後一站戈壁沙漠最難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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