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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0-0216  

情牽孩子心‧美姑夢想教室    

公益騎行活動   

 

2018 年春天， 9 名涼山州彝族孩子在高中畢業前參加公益騎行，從四川成都出發，

踏單車經重慶、貴州、湖南、廣州到深圳。除了為美姑夢想教室籌募經費之外，經過

20 多天行程的考核，孩子更深切的認識自己、了解及實踐與人相處之道。   

 

騎行隊員 :  阿爾克布   吉吉馬里   吉爾阿立   勒則拉呷   周小明  

的日馬也   的日馬布   吉木馬也   吉爾說達  

領隊 :  阿佬  

攝錄 :  吉爾日聰  

後援車 :  石子凱  

後勤 :  賀連飛  

 

成效  

1.  很好的鍛煉參加者的意志力、毅力和團隊精神。  

2.  拓闊孩子的視野，增強其自信心和自尊感。  

3.  每天在網絡社交平台報導全程，得到不少關注和支援。  

4.  行程已成文稿，亦有足夠錄影素材製作紀錄片。  

 

後續計畫  

1.  出版書藉及相關產品進行義賣，為美姑夢想教室籌款。  

2.  到各高中及大專院校分享當中的故事及紀錄片，讓更多人了解涼山州學生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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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20180131 出發前會議  

  

20180201 成都  

四川高寺鎮  

  

20180202 高寺鎮  

重慶塘壩鎮  

  

20180203 重慶塘壩  

重慶北碚  

  

20180204 重慶北碚  

休整  

  

20180205 重慶北碚  

重慶藺市  

  

20180206 重慶藺市  

重慶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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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07 重慶江口  

重慶龔灘古鎮  

  

20180208 重 慶 龔 灘 古 鎮 -

重慶酉陽  

  

20180209 重慶酉陽  

貴州松桃  

  

 

 

 

20180210 貴州松桃  

湖南鳳凰  

 

20180211 湖南鳳凰  

湖南新路河鎮  

  

20180212 湖南新路河鎮

湖南洞口縣  

  

20180213  湖南洞口縣  

湖南邵陽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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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4 湖南邵陽縣  

湖南永州  

  

20180215-  

20180216 

永州休整 [春節 ]  

  

20180217 湖南永州  

湖南寧遠縣  

  

 

 

 

20180218 湖南甯遠  

廣州連州  

  

20180219 廣州連州  

廣州浸潭鎮  

  

20180220 廣州浸潭鎮  

廣州花都  

  

20180221 廣州花都  

廣東  

東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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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22 廣州東莞  

深圳龍崗  

  

20180223 

 

深圳分享會  

  

20180224-  

20180227 

美姑採訪  

  

 

騎行隊員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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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日

馬

布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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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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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行隊員的話  

 

 

阿佬  

每一段旅途   

為宣傳美姑夢想教室服務，萌生由成都騎行到廣東的計畫，原預算 7 人起行，最終

落實 13 人參與，其中 9 名騎手， 1 名後援， 1 名司機， 1 名攝錄員和 1 名領隊。  

能夠與孩子們在路上共同生活一個月， 2,000 公里的騎行路程，也算是一次挑戰體

能和耐力行動。  

除了希望這個旅途前後的紀錄，可讓更多朋友關注四川省涼山州彝族山區孩子的

生活環境和學習情況，更希望可以好好鍛煉這幫孩子，讓他們更有意志力和信心面對

生活的挑戰。  

行程會整理成書和紀錄片，跟大家再度深入分享。  

另一層次的希冀，是能跟孩子們的緣分，在他們高中畢業前的一次整合和總結。  

這些來自涼山州最偏遠地區的孩子，初三畢業後到成都學習，跟我生活了一千多

個日子。這種唇齒相依的生活狀態，在今年暑假後，會隨著繼續升學或就業而終止。

孩子終於要獨立了，為人父母的真的是百般滋味在心頭。孩子長大了，要放手，是掛

在口邊的道理，而真正抒懷和心安理得的放下，總是要經過一番躊躇和反反復復的。

有些擔心，也有些安心。或者，這段不長不短的騎行旅途，也是讓我學習放手，放心，

放下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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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你準備好了嗎？是出發前所問。  

究竟要準備什麼？  

自行車早在 2 個月前購買，跟它的磨合已差不多。頭盔，眼鏡，眼罩，騎行服，修

車工具，後備胎，水壺，藥物，春夏秋冬衣服等齊全了，還差什麼？  

心態呢？意志呢？應變能力？團隊精神？應該明白的，但要到現場才知有多少能

耐。  

你準備好了嗎？  

作為公益騎行活動，實情是希望大家有一個公益的心。  

這個公益心，不是狹義的捐款，做善事。  

廣義的公益是我們的態度，行為舉止，如何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麗。  

途中與陌生人的交談，能否表達友好？隊員之間的對話，是否客觀和理性？  

看待自然界一草一木，有沒有珍惜和愛護的措施？能否保持一個赤子情懷，相信

人之初，性本善。  

這都是公益心修行法則之一。沒有什麼曉以大義，只是觸手可作的日常舉動。練

功先練心，心術不正，所謂的公益行為都是虛弱的。  

騎行途上，頗注意垃圾的處理。有次，我們停在加油站旁補充能量，剝花生，啃

黃瓜，離去前，借來掃帚把地方弄乾淨，這是公益行為。  

二十多天，入住二十多個賓館，離去前，儘量清理，不增加打掃阿姨的麻煩。  

使用洗手間後，把洗手盤的水跡擦乾淨，讓下一位使用者舒心，這是公益行為。

還有餐桌禮儀，避免噪音和白色視覺污染，讓就餐的朋友能真正享受色香味的誘惑。  

推己及人，愛人如己，古老的箴言，生存和生活的分野。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直

接推動公益，但每個人都可以公益心生活。這方面，國民真的遠遠墮後？需要迎頭趕

上？  

行程結束，沒有盛大儀式祝賀孩子們順利完成這二千公里路途。  

過程與結果，孰輕孰重，各人自有想法。但我的心意，如詩人志摩的名句：我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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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的來，輕輕的去，不帶走一片雲彩。  

功名利祿身外事，今天，你們的成功，只是一次超越自我的例證。  

日後，陸續有來。所以，孩子們，當我再問大家，你準備好沒有？是為了讓你們

成為一個行者、一名世界公民而發出的問號和挑戰。  

 

 

吉吉馬里  

活著，就是不斷的行走，經歷。  

走的路多，看到的風景也就多了。  

不停的犯錯，不斷的改善。  

從懵懵懂懂的接受騎行，再順順利利到達目的地，真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路程。  

騎行這樣一個計畫，也不知道該準備什麼，一些日用品，自行車跟安全帽，簡簡

單單的背上背包。  

出發時挺慌張，也激動，帶著好奇心與激情起步。  

第一天爬坡，沒什麼累的感覺。第二天膝蓋開始有點疼痛，可能沒用準確動作去

騎行。第三天特別疼，感覺針刺一樣，爬坡時，看著隊友一個個從身邊過去，自己卻

越踏越痛，感覺很委屈，很累，問自己當初為什麼要參加的。  

中途想過放棄，但還是挺過來了。後來我跟老爸說今天騎不動，快放棄了，他跟

我說要是騎不動可以推著走，當時我恍然大悟，對，騎不動不一定放棄，可以推著走，

為自己的堅持感到自豪。  

通過一天休整，兩個隊友也趕來了，騎行隊的人員到齊，自己也在網上查看怎樣

正確騎行，之後再也沒想過放棄，膝蓋也不疼了。  

騎行途中，我們不斷在犯錯，老爸慢慢地糾正，他告訴我們不管騎得再累，也要

把事情做好，比如怎樣擺車，如何飲用水，吃乾糧時如何保持地面的整潔，怎麼樣節

約等等。  

一路走來，每一個錯誤，他都認真指點，他告訴我們，每次我們犯錯，最後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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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他來買單，想想也是，雖然好多次讓他不高興，但還是不停的灌輸正能量的知識，

真的感恩。  

這段旅程雖艱難，但還是堅持到終點，很享受過程中的一切，看到很多風景，同

時也學到許多生活方式，很有啟發。  

感恩一路陪伴著我的，或與我擦肩而過的，謝謝你們帶來這些美好的記憶。  

世界那麼大，路又漫長，到處看看吧！  

路上可能會跌倒，失望，受傷，無助，但不後悔。  

遇到的挫折終會跨過去，儘管是自行克服，或是他人的解釋與指點，都會感激當

時的行動，為自己勇敢邁出的那一步而自豪，為自己的成長而慶幸。  

 

 

吉爾說達  

最後一天，東莞至深圳九十公里。  

原以為下午兩三點就能到達，不料，老天爺沒完沒了的下起雨，一會兒大一會兒

小的。  

飄散的雨中，路上的車輛也加緊步伐。  

我們的雨衣被風刮得飄起，不知是汗水還是雨水，漸漸刺痛著眼睛。  

終點似乎就在不遠處，可緊接著連續五次的爆胎讓大家憂心連連，騎了那麼久，

那麼長的路，到這最後一步，誰都想騎到終點。  

最後在大家的努力下，能修的車已修好，不能修的則用摩托單車取代。終於在下

午四點多到達終點。  

終點沒有想像中在那麼神聖的地方，而是在一個很普通的路段結束。  

後來才明白，阿佬是讓我們知道以後的路還很漫長，這不是終點。  

結束當天晚上，Lydia 專門從香港過來給我們慶功，還帶來暖心的紅包，頗為感動。

如她所說的，對的時間跟對的人在一起吧！  

結束後第二天早上，總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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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這一路，過得也太快了吧！好像昨天才從成都出發。  

慢慢靜心下來，確實已經騎了好多天。成都到重慶三天，路上餓到堅持不住，臨

時買麵包充饑。為了能趕上隊員，狼吞虎嚥，咽不下，只能再買瓶水強行咽下。  

那幾天腿和屁股都很痛，因為還不習慣。重慶過了就是貴州，一路下來重慶的隧

道是最驚心動魄的，還好貴州就沒有那麼長的隧道了。  

老天眷顧，在貴州翻車差點就失命。  

很難理解自己，為什麼同樣的翻車會發生第二次﹖好在阿佬以一位父親的情懷撫

慰了我內心的不平，要不然可能就放棄騎行了。  

除了一些皮外傷外，左手受了很重的傷，動一下就會痛。還有就是頭盔被撞了很

大一個凹，所以一來對再騎車有些害怕，二來也感覺自己在團隊中像個廢人一樣，連

打飯都需要幫忙。  

我不甘心就這樣放棄，好不容易才騎完從成都到貴州的路。於是在車上休息兩天，

整天都在想，要不回家還是等待療傷。  

兩天后在湖南我決定要騎了，隊友勸我再過幾天騎，可我已經等不了，兩千公里，

再不騎就越來越短了，所以告訴隊友我的手已經沒有什麼大礙了，阿佬也不反對，所

以忍著疼痛騎了兩三天。  

後面到了廣東，手已算康復，基本不影響騎車，心情就像雨過天晴見彩虹。  

離深圳越來越近，再住東莞一夜就到了。  

每個小夥伴都充滿了精神，團隊也越來越有素質。  

領隊依然沒有放鬆對我們的嚴厲，不管是行車的速度還是隊形，就連停車的位置

也是很重視的。  

二十二天騎完兩千公里，一路得到很多人的幫助，所以我要感謝！  

感謝阿佬給的機會和陪伴；感謝石頭哥一路的護送；感謝阿吉哥大老遠從上海過

來幫忙拍攝；還有一路上互相幫助互相吵鬧的隊員，感謝你們和我一起走完這段旅途；

還要感謝背後支持我們，關注我們的人，有你們在，我們才會順利走完。  

最後給自己說一些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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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達﹗從小到大你都不願將身世告訴別人，因為你怕說出來，別人就會用憐憫的

眼光來看你。可多年前你願意和阿佬分享你的人生，此後和他有了這份緣分。相信這

些年來，阿佬對你的愛和栽培，已讓你成為一個有理想，毅力不凡的少年，請為自己

的勝利喝彩一次吧！  

 

 

的日馬布  

自己算是個喜歡冒險和刺激的年青人，經常看電視裡的極限運動，運動方面也算

情有獨鍾。  

小時候，幾萬次的幻想，一個人去闖蕩，但總是被現實打敗。幻想總是美好的，

可現實終究是殘酷的，沒有能力使你寸步難行。  

得知這個寒假有活動，最初自己沒入選，當時就蠢蠢欲動，很想參加。困擾兩個

星期，不知道怎麼說出口。機會是自己爭取的，當乾爹同意我騎行時的興奮，至今難

忘。  

開始幻想我們騎著自行車，到處感受不同地方的風景，享受不同的美味。  

此次騎行有三個目標，一是鍛煉耐力；二是到很多地方，看世界；三是想和乾爹

相處久一點，每次與他一起，總會看到某些自己不足的地方，待他提出來加以改正﹗  

騎行過程中有過失落、沮喪、恐懼、害怕；也有開心、喜悅、成就感。  

有汗流浹背，也有手指冷得沒知覺的時候，有爬坡的艱辛與絕望，也有下坡的清

爽。  

騎行過程中最害怕的就是過隧道，尤其是又長又黑沒有光線的隧道，隧道內回聲

大，那種大卡車的喇叭聲一響，整個隧道都震動，耳朵疼的受不了，洞內漆黑一片，

只想快點出去。  

遇到長坡，每個人臉上都是吃力的表情，年輕的我們爭強好勝，都想第一個爬上

去，證明自己，不甘落後，拼命爬坡，因為年輕，是我們唯一的資本。  

此次騎行最要感謝的還是土房子，真誠希望土房子能發展的越來越大，能幫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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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像我們這樣的貧困學生，為他們支撐起一絲希望，為他們的前方點亮一點光。  

騎行在路上，帶著愉悅的心情出發，看到很多的風景，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人一生都應該帶著感激上路，感激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是緣分。  

騎行的收穫是接受自己不喜歡的東西，不要抱怨，懂得滿足，珍惜現在，不要因

追求名利而迷失自己，享受過程，思想不要太過於偏執，多換位思考。  

學著長大，學著做人，學著做事，這一生都是學習的過程，學海無涯。  

 

 

的日馬也  

2018 年是值得回味的新年，沒有鮮花和掌聲，卻是這一生最難忘的 22 天。  

情牽孩子‧心公益騎行計畫由成都到深圳，全長 2,323 千米，很榮幸能夠成為其中

一員。  

能夠做有意義的事，在最美的年紀。  

2018 年 3 月也將完成高中三年的學習生涯，這是給自己畢業時的最佳禮物。  

剛開始，很不適應，我比較懶，不喜歡做劇烈運動，早在兩個月前，乾爸就叫我

們把身體鍛煉好，所以在學校一有空就打籃球，一打就是三、四個小時，晚上一起做

俯臥。  

我喜歡聊天，每見到一個同學就告訴他們，假期我要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從成

都騎車去深圳，還有朋友從上海請假過來拍照和錄影，還帶無人機航拍，看得出同學

們十分羡慕。  

2 月 1 日，我和弟弟因家有要事，沒有跟團隊一起出發，三天後重慶會合。  

重慶是一座山城，我倆起步就遇到很長很長的陡坡，其他隊友已經適應了三天，

我可越踩越費勁，每次上坡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氣，好不容易騎到吃飯的地方，屁股實

在是痛得不知道該怎麼才好，可為了面子假裝沒事，乾爹看出來，就叫我在車上休息，

他要騎，我也很爽快的坐在車上。  

乾爹大概騎了半個小時，還是換回我繼續騎行，第一天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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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痛得很厲害，我跟隊友說屁股可能要廢了，可他們都說大家剛開始也是這樣，

沒事的。後來，每天都是在同樣的時間出發和吃飯，唯一不同的是每天都能夠看到各

種各樣風景和地域文化，當然還可以品嘗各種各樣的地方美食。  

這次騎行中刻骨銘心的事情很多，最難忘的是從重慶往貴州的一個下坡，由於速

度過快，在一個急轉彎沒有及時刹車，右邊是懸崖，左邊是一堆石頭，在危難時選擇

了左邊的那堆石頭，車子一下子狠狠地撞在上面，我也被摔出很遠的地方，幸好戴了

安全帽，飛出去時我抱著頭側身倒下，幸虧自己的骨頭硬，沒有什麼大礙，只是把手

指弄腫了。馬上站起來，後面有一對男女騎著摩托車停在離我五六米遠的地方，說沒

事吧，小心一點。我假裝沒事，就爬到車上，這時隊友不知走到什麼地方了，忍著疼

痛，拿起對講機，跟隊友說我翻車了，然後繼續騎，直至跟他們相遇。  

過年那三天，找不到吃的，早飯要提前到超市買麵包和泡面，更難過的是，中午

飯時，找了很久就是沒有吃的，慶幸在一個小胡同裡找到一個麵館，這是首次碰到有

錢卻沒法用的經歷。最後一天騎行，說來也挺奇怪的，前 21 天都沒有下雨，恰好要到

終點就下起毛毛細雨。  

一路被雨水擊打著，輪胎也爆了六、七次，走走停停，身體早已被雨水打濕，加

上寒風刺骨，大家冷得瑟瑟發抖，站在路邊吃乾糧，等待輪胎補好後繼續上路。  

最後有兩部車實在沒法補救了，他們也只坐上車了。  

最後幾個涼山兄弟，相互鼓勵著，也深怕還沒到終點，下一個爆胎的是自己。  

老天眷顧，加上共用單車助陣和小明的拼勁，大家安全到達終點深圳。  

這次騎行，學會了什麼是友情，什麼是團隊，更懂得如果沒有強大的毅力和耐力，

是不會完成這次旅程的。  

有些事，有些人，不是你等就能等到，不是你想陪伴就能一定兌現的。  

在最美的年紀，最好的時間和空間裡，完成了最具紀念意義的事情，一切都來源

於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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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克布  

祖國真大。  

從成都出發，途中經過重慶、貴州、湖南、東莞，抵達深圳。  

二十二天的旅途，看到不少風景，遇見不少陌路人，享受著一路磨難帶來的喜悅，

體驗許多不一樣的第一次，第一次用力踏幾十裡的上坡路……  

籃球、騎車對我來說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喜歡那種帥氣的投籃姿勢與那三百六

十度的漂移），所以在學校，一有時間，都會在球場上模仿 NBA 球星的各種投籃姿勢，

嚮往著自己也有天會在球場上灑滿汗水，沉醉在熱烈的掌聲中。  

每到週末，都會騎車往土房子辦公室，到自己的另一個港灣。從學校到辦公室僅

僅二十幾里路，只要一個多小時，沒那麼刺激，平常不過了。  

可這次騎行，一路充滿著激情、刺激。  

當騎行完美的結束後，都不敢相信自己一步一步完成兩千三百三十公里。  

山路十八彎、美麗的景色以及擦肩而過的陌路人，都讓我記憶尤深。途中摔倒過，

但從哪裡摔倒就從哪裡起來是原則，所以不怕疼痛，更不怕跟不上，因為我們是一個

互相鼓勵、互相支持的團隊。  

不一樣的旅行是一個轉捩點。望到無盡的上坡，精疲力盡，膝蓋疼痛的想要放棄，

但看到隊友們鼓起勇氣，像蝸牛一樣慢慢的向上移動，就會拾起勇氣，耗盡全力往上

爬。  

這次最大的收穫與感受無非就是堅持兩個字，只要相信堅持就是勝利，終點永遠

都在前方等著你。  

我相信，所以做到了，相信你也一樣可以。  

一群年少輕狂的青年，青春永不退色。因為年輕，有資本；因為年輕，敢拼搏；

因為年輕，敢冒險；因為……  

艱苦的環境使人意志更堅定，風吹雨打、日曬雨淋，我們從未怕過，這些只會讓

我們前進的決心更加堅定。一路中需要學習和領悟的東西太多，還需要成長，像老爹

那樣遇事執著冷靜，像石頭哥那樣幽默，像阿吉哥那樣擁有精湛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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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用心觀察，不怕苦、不怕累，每人身上同樣有閃光點，總有一天會發生奇跡。 

希望通過情牽孩子心這個活動，讓更多愛心人士瞭解涼山州的孩子。  

我要告訴更多的人，他們也愛乾淨，敢作敢為，不怕危險，不忘初心，不忘本。  

那裡風景優美，氣候宜人，有無盡的資源。  

雖然在這個教育資源與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地方，那裡的孩子缺乏與外面世界接觸

的機會，但是只需要一個機會，就可以改變命運。  

如果你願意，請幫助貧困山區的孩子，給他們一個繼續學習的機會，將來會還你

一片天空。  

最後，感謝同行的每個兄弟，因為有你們，世界是多姿多彩的。  

這次的結束，也代表下一次的開始，加油吧！  

 

 

周小明  

時光匆匆，身後的足跡已經漸漸淡去，唯有向前。  

捨棄與家人團聚，與另外一個家在一起。  

十三個人，九輛自行車，一輛越野車，隨著北風向南行進。  

此時萬家張燈結綵，此時萬里遊子歸赴。  

沒有猶豫，堅定地參與，勢必要對自己救世有一個表決，要對偏遠山區做出一份

貢獻。  

一路上，山巒起伏，流水滔滔。  

大江大河，大美河山，愛你，中國。  

不在計畫中的我，想要為這個項目出一份力，一次再一次向負責人請求參與，被

拒絕過，又被接受。同意後興奮得像個拿到糖果的孩子，傻傻的，也幸福著。  

很多美好的回憶來自阿佬的給予，第一次去川西高原，第一次去海邊游泳，第一

次遠足。  

不得不說他給我生活帶來的改變，保留了更多的自己，也更努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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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行是辛苦的，也是幸福的。前三天的我，拼命的追在小夥伴的後面。晚上屁股

疼得只有自己知道，我不說；腿抽筋，我不說，我不想認輸。  

既保留禮儀，也釋放慾望，每頓餐都是我最狼狽的時候，努力的吃飽，努力的想

多儲蓄一些能量。  

有時很爽，有時很崩潰，爽的是我到達山頂了，崩潰的是沒完沒了的上坡，一個接

一個，從不下車推著走，就要騎著上去。  

下坡是帶來快感的瞬間，也是自我管理最好的鍛煉，你可以放開刹車線，任車自

由降落，也可以決定是否冒這個險。  

每次下坡，不擔心自己的安危，擔憂的是成員的安全。害怕出一點意外，不僅會

有些許內疚，也擔心騎行能否繼續。  

沒能避免一切問題，帶隊的一次，一天出現兩起事故，怪自己沒有安全的帶領他

們，怪自己沒能合理安排騎行陣型。任何一次協作都會有衝突，沒有壓住自己的性子，

做得不好就是不好，直指對方的錯誤，甚至用吼的方式。  

學習管理自己的情緒，每個團隊除了衝突，還需要妥協，進一步找到解決方法，

才是最好。團隊除了協作還需要相處，不大會與人相處，不喜歡就是不喜歡，不高興

就是不高興，不想掩藏，也懶得掩藏。  

也能做到孰輕孰重，到達重慶後，得到的回答，讓自己十分痛苦，自己全資再購

買一輛自行車。早在騎行前一晚，自我購買騎行服裝及設備，再購買一輛自行車。  

沒有什麼收入，費用全部來自家庭，痛苦的是不能自我解決這部分費用，想到從

家人接過辛酸淚那種期望。  

直到終點，即高興，又有些失落，騎行了整個行程，有過托運，有過乘車，不想

坐車的坐上車，內心的那種痛苦，只有自己知道。  

距離終點還剩 10 多公里，騎著共用單車完成行程，那種快樂也只有自己知道。我

有時不高興乾爸，有時很生氣，他可能看不到，也不想他看到，離他遠遠的，不看他！  

有些誤會還是要解決，有些問題還是看得不夠深，欠著那份父愛，只想早日還。  

騎行結束了，我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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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木馬也  

年輕總喜歡四處遊蕩，出於對世界的好奇而整裝待發。  

對於前方未知的路不怕阻隔，堅信自己能抵達終點。  

途中不會水平如鏡，亦不會筆直如杆，顛簸會產生不同體驗，誤打誤撞會使人獲

益匪淺。  

2018 年 2 月 1 日，單車之旅開始，前一天晚上還在準備，一直忙到淩晨一點。生

怕打擾隊友們休息，帶著壓力入睡，醒來的也就清早了。  

很多事情沒有到來之前不會引起重視，所以沒有充份準備，當事情發生時你會不

知所措，手忙腳亂，思維沒有邏輯。小事即此，如果遇到大事那麼你就 Over 了，所以

凡事都要預算，做好充分準備。  

心裡準備也至關重要，第一天帶隊出城，身上重壓千斤，怕帶錯路，怕速度太快，

也怕出意外，還要面臨隊友不停的催促，接受領隊的批評。  

經過四天終於熬到重慶，但我再也不想往前走了。不知這次騎行會有那麼多的條

框，讓人壓抑，不願被約束。  

心情平復，所有不愉快也就消散，慢慢想通，既然來了，那就繼續走下去，做好

面對一切的準備。  

這似乎是為下一站而準備，遇到爬坡路段，體力漸漸消耗時，細細品味過去所有

的不愉快，加上自我頑強的意志力形成一種動力，所以每次爬坡總能輕鬆趕在前面。

下坡或許是每個愛好騎行者最期待，最激情的路。激情不斷，意外難免。過程中有隊

員有激情但不出意外，而有些人則有激情卻出了意外。前者說明曾吃過虧，後者說明

不謹慎。  

慶幸我們都能安然無恙，從那些小意外，小矛盾中吸取教訓，積累經驗，獲得突

破。  

要說河流，覺得烏江足夠灌溉心田；要說歷史，鳳凰古城足以讓人思緒萬千；要

說人情，貴州阿姨的祝福夠我一帆風順。  

湖南的菜份份剩辣椒，廣東的菜處處帶點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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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婚事哪地多？重慶烏江車不斷，小鎮喪事偶爾遇，煙花爆竹震人耳。  

一路飽嘗各地不同風俗人情，品味美食，多彩景色映入眼簾，足也。  

倒數第三天連續爆胎讓我手足無措，一個人補胎，汗水不斷流過臉頰，也會想別

人為什麼不來幫忙，這樣的付出值不值得。最終不情願的選擇了拖車，也是唯一的遺

憾。  

恰巧那天是騎行最舒服的一天，有陽光，有林蔭，也有輕輕拂過的微風，一路平

坦。  

最後兩天陰雨綿綿，從東莞到深圳途中的雨下的更有節奏，好比我們的心情越到

最後越強烈，雨越下越大，車卻出奇的爆胎，連爆六次。伴著風，伴著雨，我們依然

克服困難，到達終點。  

二十二天，一場單車之旅，成就十三人不同體驗。  

都說那場雨是上天對我們的恩賜，那就讓雨清洗所有的疲憊，繼續放肆青春，讓

歲月記錄我們成長的點滴。  

 

 

吉爾阿立  

2017 年 4 月買一輛幾百塊錢二手自行車，從學校到乾爹那裡有 20 多里路，每個週

末都騎它去，那時候只是作為一種運動吧，鍛煉一下身體。  

有一天騎單車在回家路上，看見一名年紀輕輕的中年男子，他說是從重慶騎過來

的，已經騎過好幾個城市。當時心情就是好奇與羡慕。他為什麼不坐車？騎單車又累

又辛苦。  

隨著時間的改變，騎單車成了我的興趣，才發現我對單車的一種欣賞和喜愛。  

2018 年 1 月乾爹說假期有個計畫從成都騎行深圳，有沒有興趣參加，我立馬決定參

加此次計畫。  

回到學校對自己說，如果不趁現在出去走走，以後可能就沒機會了。之後和家裡父

母說了這種想法，並沒有強硬的反對，但還是被震驚了，並表示不理解，但最終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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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了我的選擇。  

2018 年 2 月 1 號騎行開始，第一天大家都不怎麼懂得調整自己身體狀況，騎起來

很困難。第二天，第三天，慢慢的都會為隊員們互相等待，互相理解，互相幫忙，像

是一個團隊了。騎到第十七天湖南永州樂至縣，我家突然來電話，說妹妹結婚了，需

要我送妹妹出嫁，帶著不捨離開隊員。  

騎行這十多天的收穫，身體更結實，更自信了  

當時抱著「世界那麼大，不出去看看以後可能沒機會」的想法出門。經過每天每

天的騎車。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想法已經轉變了，現在的想法是「以後不管何時，我

想去哪就去哪，什麼都有可能，哪兒我都想去」。  

我變得更勇敢了。一開始，擔心這裡可能有問題，擔心那裡出問題，覺得只有萬

無一失，才可以出門。但經歷這次騎行，解決了數個問題後，回過頭再看，這些困難

給了我面對未知的勇氣。  

曾經一度很迷茫，無助，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但騎車之後，發現朋友越來越多，

路也越走越寬，接觸不同的人，不同的景色，不同的事情，都讓我有了新的啟發。和

很多想法不同，比我厲害的人交流，發現思路拓寬了不少，不再被自己的弱點束縛著。

現在擺在眼前有很多條路可以走，條條大路通羅馬。  

我變得有毅力了，騎行靠體力沒錯，但長期騎行靠的一定是毅力。每天我都在和

自己的耐力毅力作戰，從最一開始的 80 公里累的半死開始，漸漸適應它，靠毅力去戰

勝它。現在即使說今天要騎 150 公里，我也不再是沮喪，而是先在腦內考慮可行性。  

我變的更寬容了，我這個人正義感很強烈，說難聽了就是挺憤的。其實骨子裡還

是那種唯我獨尊的心態作祟，對不合心意的東西，總是抱著排斥心態。但現在有變化

了，我會理解各人之間習慣的不同，每個人接受的教育，成長環境的不同，不可能都

是一樣的。我試著去理解和接受這種不同，對待別人和事情更加溫和，把重心放在自

然風光上更好。  

突然覺得騎行帶來更多是思維方式上的改變。知道很多沒有出門長途騎行的人，

總會擔心這擔心那，而經過長途之後的我，面對問題更多的是想怎麼解決，而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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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解決。這並不是盲目的自信，我清楚知道不管世界上有什麼困難，解決它才是

關鍵。  

騎行過程中，懂了很多，騎行也是一種旅行方式，不經意間就會看見很多不一樣

的人，不一樣的事，和很多異樣的生活方式。這些新鮮的生活方式，不僅僅帶來新奇，

更多時候讓我知道很多從前覺得不可思議或者困難的事情，其實是平常的，事情只需

要換個角度去看，結果就大不同。  

 

勒則拉呷  

成都到深圳二千三百五十公里，圓滿結束。  

我很高興，由起點到終點，是唯一沒坐過車，自行車也沒出多大毛病，跟我一樣堅

持到最後。  

這二十二天日日夜夜、風吹日曬，我們一路堅持，走了不少路，遇了不少人，看

了不少風景，吹了不少風。  

路上第一天就嘗到了爬坡的味道，氣喘吁吁的翻山。  

我領頭的第一天，雖然路程只有七十公里，但都是上坡路，坡度也很大。到下午

時，大家都很累，表情都很難看。快到目的地時我帶錯了路，多走了十多公里。那時

候都快要崩潰。  

一路上難免會有些意外，騎行第八天，重慶跨貴州的那天翻了三部車，翻的最厲害

的是說達，當時我就在他後面，他翻到溝裡的一舉一動，看得一清二楚，但我一點也

不害怕。  

一路看遍美景，最開心的還是每個兄弟的同在。多希望這是沒有盡頭的路，慢悠悠

的一直走下去。  

單車的損壞，腳後根和膝蓋的疼痛，不曾動搖的是那顆不敢放棄的心。  

不為證明自己有多厲害，只想在青春年少時感動自己一次，年少輕狂也無妨，無

悔青春。  

一路上，同甘共苦的隊友和遇見的人們，是此行印象最深刻的一道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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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是下一個旅程的開始。  

期待下一次人在路上。  

 

 

------------------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