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

2020 年第 8 期

我是学生眼中的麻辣跑神
孙军科

17 岁那年，我有幸从陕西宝鸡

岐山县职业高中“考”入了万千学

子向往的顶尖学府——清华大学。

不同于大多数这个年龄来到校园的

年轻人，我是应聘到饮食中心当了

一名厨师，这是我头一份工作。

我们岐山烹饪专科学校共有 21

名同学通过考试被清华录用。我清

楚地记得那个日子——1992 年 8 月

25 日，我第一次走出陕西省，第一

次到了首都北京，坐上校车来到了

清华校园。这一待就是 28 年。我

的同学们短则四、五年，长则七、

八年就因种种原因离职了，而我一

直坚持到现在。不是没有诱惑，而

是我太喜欢校园这个氛围，我也很

喜欢厨师这份工作。

我先后工作过的食堂有5食堂、

8 食堂、14 食堂、丁香园和桃李园。

1992 年刚来清华时我切菜，一

切就 5 年，接着切了 3 年肉，烧了

一年火。当时还没有燃气管道，只

能烧煤，每个食堂菜锅后面都必须

有人烧煤火。

我在丁香园做的麻辣烫在清华

食堂中挺出名，学生们说清华当时

就两家麻辣烫好吃，14 食堂和 15

食堂。我当时把 14 食堂的麻辣烫做

火了，窗口的月营业额翻倍上涨，

而且学生们知道我爱跑步，就开始

孙军科

清华饮食中心工作人

员。在清华工作近三十

年，炒菜、主食、副

食都会做，拿手菜是

麻辣烫、铁板烧烤和

高汤龙须面。

管我叫“麻辣跑神”。

学校为了让学生补充营养，在

桃李园开办了夜宵服务。夜宵的开

放时间是晚 7 点到 10 点。作为校内

唯一的夜宵供应点，晚上的桃李园

和白天一样热闹，是清华学生眼里

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下自习、做完

实验或是运动完的学生们，都会来

这里补充能量。

我学会了高汤龙须面，我做的

龙须面好吃、清淡、香、有营养。

一层 8 号窗口前面，经常排着长长

的队伍。透过窗口看见孩子们心满

意足地夹着面条往嘴里塞，我特别

高兴。我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夜宵组

组长，我做的龙须面曾经作为 2018

年清华跨年晚会的现场采访话题，

被同学评价为“妈妈做的味道”。

在桃李园我还学会了烧烤铁板，我

的烧烤铁板鱿鱼，深受同学喜爱。

在清华食堂工作这么些年，炒菜、

包子、饺子、主食、副食我都会做，

我的拿手菜是麻辣烫、铁板烧烤和

高汤龙须面。我的努力工作也得到

了饮食中心的认可。我在饮食中心

集体切菜比赛中拿过三个三等奖，

我个人得过一个“食堂先进工作

者”，三年三个“十佳优秀服务员”。

开始长跑

我的老家旁边有座山叫笔架

山。我从小上山打柴、采野杏之类

的野果，经常在山里奔跑。从未参

加正规体育训练的我，自己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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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体育    不清华

道已经练出了越野跑的体能。

来到清华后，每年春天我都积

极参加清华校工会组织的登山比赛，

大约有 6、7 里路吧，先是在香山跑，

后来改在百望山。连续 18 年，年龄

段从甲组跑到丙组，我都轻松地拿

下了所在年龄组的第一名。

来清华不久，饮食中心组织运

动会，我参加了 400 米项目，我没

有跑步经验，比赛中摔了个大跟头，

拿到了第二名。

我们经理觉得我特能跑，就让

我去参加学校的教职工运动会，跑

1500 米和 3000 米，我跑了第二名。

当时的第一名是刘波，现在的体育

部主任。只要他不在，我就是第一

名。

2016 年，在校工会副主席陈红

老师的支持下，工会教职工跑步协

会正式成立了，热心的高建兴老师

当了第一任会长。我是第一批加入

到协会中的，当时有几十个人参加。

现在，清华工会跑步协会的微信群

上已经有 430 多人了，热爱跑步并

坚持锻炼的人越来越多。

 

参加马拉松比赛

2005 年 4 月，房管处刘玉江

老师组队，加上我、张伟斌、潘玮

柏、张卫和邓富明共 6 个清华教职

工一起参加了北京市三星公路跑接

力赛。比赛在北京二环路上进行，

全程 42 公里。共有 235 个队参赛，

我们得了第 70 名。其中我跑了 10

公里，用了 40 分钟 12 秒。跑完以

后我们都很开心，我们的成绩都是

超常发挥。

同年 9 月在学校体育老师王俊

华老师的鼓励下我报名了北京国际

2005 年的半程马拉松，第一次半马

跑出了 1 小时 30 分的成绩。那时候

的场面可谓是壮观啊，光是清华跑

北马的就有几千人，几十辆车浩浩

荡荡拉去天安门，沿途的补给站满

是清华人。

回来后马协的学生鼓励我报

2006 年 9 月的北马全程马拉松。我

参加了，这是我第一个全马，跑了

4 小时零 3 分。

从此后我是越跑越爱跑。2005

年我参加了马拉松协会。从 2006 年

至今，一共跑了 12 个全程马拉松，

6 个半程马拉松，2016 年鸟巢半马

比赛，我以 1 小时 28 分 26 秒完赛，

获得北京市年龄组第八名的好成绩。

全马我的最好成绩是 3 小时 6 分。

参加晨跑队

2015 年 9 月，参加北马之后，

高建兴老师邀请我参加晨跑队。晨

跑队的骨干有学生也有教职工。每

天清晨 6 点在紫荆操场出发，大概

40 ～ 45 分钟绕校内跑一圈大约 5

公里，然后赶去上班。

刚开始我不想起那么早，毕竟

晚上 11 点多我才从桃李园下班，回

到宿舍都 12 点多了，起得早特别困。

但跑了四五次之后，我逐渐喜欢上

了晨跑的感觉，早起也变得很简单

很自然了。晨跑队的晨跑是风雨无

阻的，只要不是雷雨暴风雾霾沙尘

天，都有人跑。冬天下雪也跑，夏

天下雨也跑。北京冬天气温低，风

又特别大。别说跑步了，出门都是

个问题。但跑过一两次，就觉得很

喜欢了，然后就一直坚持了下去。

要说我为什么喜欢晨跑，首先，

晨跑能够让人早起跑步，变得更加

晨跑队与毕业生合影（左 3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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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另外，来晨跑的同学们都很

阳光，我每次和他们待在一块，就

感觉像家人一样温暖、亲切，跑起

来特别开心。所以我越跑越喜欢晨

跑队，队里的每位同学都特别优秀。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早上、中午、

晚上都要上班，其他时间也没法跑

步，但我喜欢跑步，晨跑正好能让

我每天锻炼锻炼。

这种家人般的温暖也体现在分

享和互助上。比如一个开心的晨跑

环节，就是晨跑队的“报告”。报

告就是拿一些水果、零食等，在晨

跑完拉伸之后分享给大家一块吃。

队里的任何人都可以报告，不管是

喜事，比如 PB（Personal Best，个

人最好成绩）、第一次完赛，还是

跑步的里程碑，比如跑满几个月、

几百天什么的，或者出差回来带了

点特产，甚至就是单纯地想分享，

都可以报告。夏天的时候，晨跑队

的报告基本都是西瓜，夏天跑完口

渴，来块大西瓜，那感觉真的很幸福。

另外就是晨跑队的同学们让我

感觉特别亲切，即使是许久不见也

很亲切。大家都说晨跑群是万能的

群，里面谁有事需要帮忙，总会冒

出一大堆人帮助排忧解难，感人的

故事特别多。

晨跑队还有个带徒弟的传统，

高建兴老师能够匀速带跑，我的优

势是带徒弟冲刺。我带过十几个学

生了。此外还有一些刚加入晨跑队

的新人，我都会去鼓励他们，让大

家尽量坚持下来，加入晨跑队这个

大家庭。

我觉得跑步的作用最主要有

两个，一个是强身健体，另一个还

可以通过跑步接触许多阳光乐观的

人。每天除了工作与休息，时间所

剩无几，但我还是要坚持晨跑。也

正是因为晨跑，我现在还能这么精

神。冬天的生活，大家都想多睡会，

但我不睡，即使前一天下班晚，我

也会每天早上起来和大家见见面、

跑跑步、聊聊天。每当那个时候我

就特别开心，一整天都会开心。

 每年毕业季，晨跑队的成员们

都会穿好队服和穿着学位服的当年

毕业生队员一起照个合影。我年年

都会参加，感觉特别开心——在这

些走向工作岗位的国家栋梁的成长

过程中，我也出过微薄之力。

我的家和我的路

我出生于 1974 年，今年 46 周

岁了。我的家庭负担重，我媳妇是

我老乡，她得了血管瘤，生完孩子

之后病情变严重了不能上班工作。

我俩有一儿一女，这些年一家四口

的重担都在我一人的肩膀上扛着。

我生命的大半时间都是在清华

工作，可以说是清华给了我养家糊

口的饭碗，也让我的人生充满了快

乐和活力。

我女儿 2017 年暑假来清华勤

工俭学，我就让她来晨跑队试试。

第一天跑得有点累，后来她也就慢

慢喜欢上晨跑了，跟着高建兴老师

学习跑步，越跑越快，她跑半马的

最好成绩是 1 小时 48 分。我儿子

2018 年来北京时，我也让他跟着晨

跑。我希望通过晨跑，带给她们健

康的体魄和向上的力量。

周围的同事和领导很照顾我，

暑假我女儿来看我时，帮她安排了

勤工俭学的机会。孩子有志气也很

能吃苦，工作得到了好评。她上大

学期间靠周末和寒暑假勤工俭学，

自己挣出来自己的生活费，替我分

担。现在她大学毕业了，在深圳当

了一名护士，可以养活自己了。我

的家庭负担也轻松了一点。

我在跑步活动中认识了好多优

秀的人，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和

这些优秀的学生、朋友、同事一起

跑步，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

将来也是最美好的回忆，我一定坚

持跑下去。

生活中的难题，总要日复一日

地面对，我选择心怀感恩，微笑前

行，以己之力，点燃一盏灯火，给

身边同样逐梦的人以温暖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