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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游西藏
54岁儿子带着84岁妈妈

珠宝店募捐
“衣服没有，保温杯要不要？”

7月1日下午1点过，烈日当空，吴娟斜
挎一个小包向三河场镇的店铺出发，她的
第一家目标店是江陵路的一家服装店。一
进店，老板张四姐热情地指了指地上的衣
鞋。“给你找了一些鞋，几个书包，还有一些
衣服，大部分是新的，还有几双鞋没有来得
及清洗，你自己回去洗洗。”张四姐说，这些
衣鞋有的是店里的过季衣服，有的是店员
的二手衣服，都清洗过了。

吴娟一边道谢，一边麻利收拾，整理
了两大袋，“鞋子估计有100多双，都是学
生穿的。”第二家目标店是对面的珠宝店。
看到吴娟，店主陈丽热情招呼：“没有衣
服，保温杯要不要？”陈丽让人搬出了一箱
保温杯，“给学生用可以吧。”吴娟随后接
过了保温杯。

募捐完毕，吴娟借成都商报记者的
车，将保温杯、两大袋衣服了拉到了小区
楼下，打电话让儿子下来搬。“如果你们今
天不在，儿子不在，我就找三轮车送，自己
搬上楼。”她说。

一辆货车
跑出两条爱心线路

去年3月，吴娟和丈夫买了一辆大卡车
开始跑川藏货运。3、4月的藏区非常寒冷，吴
娟问地里劳作的村民：“我家里有不少旧衣
服，你们要不要？”村民点头。回家后，她便将
家里的衣服搜罗了一遍，随后送给村民
们，还挺受欢迎。此后，她便开始为藏区有
需要的群众募捐，最开始只是向亲友募
捐，募集的第一批衣服送给了丹巴县东谷
乡的一位村支书，由其派送给当地牧民。

“我的主业是跑运输，如果不下货，没
有地方停，只能找当地人派送。”吴娟说，
收集的衣物一般会装上货车，到目的地后
找警察、村干部进行随机分派。分派的人
会拍照片发回给她，她公布在朋友圈。成
都商报记者从她的朋友圈看到，仅今年6
月，各种分派信息就达7条。

吴娟给记者绘了一张衣物分派地点
图，从成都出发，分两条支线，一条经过汶
川、马尔康、甘孜、到达西藏昌都；另一条
从卧龙、小金、到道孚县，共24个分派点，
每一个点都有一个联络人。

外出募捐
不少店家纷纷献爱心

今年5月，吴娟开始向陌生店铺募捐。
“六一儿童节，我想让孩子们收到一双
鞋。”吴娟放下脸面，为了孩子们开始向店
家们募捐，不少店家也纷纷伸出援手。

第一次在江陵路那家服装店募捐，店
主杨小姐得知吴娟的来意后爽快答应，

“一双鞋能顶什么用？多给你找几双。”杨
小姐当场找了54双学生过季鞋，让吴娟带
走。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二次杨小
姐收集了一批旧衣物和过季衣物，通知吴
娟来取，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目
前吴娟已向4家店铺募捐。

“如果（衣物）没有打理，他们会跟我
说，我自己清洗。”吴娟说，有人送衣服，她
就去取，雇个三轮车到小区楼下，自己或
家人再搬上楼，有一次她还因搬运中暑。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衣物已将吴娟家
客厅堆满了。“现在把麻将都戒了，跑货运
基本只给老公做个饭，其他时间全部用来
忙这个。”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摄影记者 陶轲

老母亲的心愿
“这辈子最想去西藏”

今年54岁的宋健挥，是一名普通的乐山人，酷
爱户外运动，喜欢骑摩托车，以修车为生的他，被
朋友称为“轮胎叔叔”，在乐山游泳爱好者圈子里，
他是出了名的游泳高手。

6月初的一天，宋健挥问84岁的老母亲，这辈
子有没有最想去的地方？“西藏！”母亲脱口而出。
原来，老人家去过很多地方旅行，但去西藏才是她
一辈子的梦想。

经过一番准备，宋健挥决定带上老母亲，一路
骑行去西藏。

6月15日，母子俩踏上了骑行西藏的行程。根
据规划线路，他们一路经过夹江、洪雅、雅安、泸
定、康定、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终于在6月
21日中午，抵达目的地拉萨。

6月22日一大早，宋健挥报了当地的旅行团，
带着母亲在拉萨四处转转。“来到西藏这片纯净的
土地上，母亲开心得不得了，很兴奋。”宋健挥说，
他们去了大昭寺、布达拉宫，在西藏逗留两天就返
程了，母亲还有点意犹未尽。

6月23日上午，宋健挥带着母亲返程，“为了看
不一样的风景，回来时我们走的川藏北线，沿着国
道317线走的。”7月1日下午，母子俩终于回到了
乐山的家中。

一路翻越高山
海拔5130米 母亲无任何高原反应

刚刚回到家里，宋母来不及休息，就迫不及
待地拿起儿子的手机翻看照片，给家人讲一路上
的见闻。她不停地说，“太漂亮了！景色很美，空气
也很好！”去西藏，很多人最担心的就是高原反
应。“我一点反应都没有。”言语间，老人家有一点
点自豪。

宋健挥介绍，国道318川藏线上有2座海拔超
过5000米的高山，其中东达山垭口海拔最高，达到
5130米，“那天到达垭口时，老母亲没有任何高原
反应，还反问这就是去西藏路上最高的山了？这么
点高，就是最高的啊？简直扫兴。”

“风景很美，但困难也不少。”宋健挥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返程时有一段路因交通管制，走了一段
烂路差点摔倒。老母亲插话说，“哎呀，那段路确实
太抖了，当时我都是两只手撑着坐的，没告诉你。”

骑行途中最危险的一次是，下雨了，母亲要给
宋健挥戴雨衣帽子，他一手扶着摩托车龙头，一手
拿下头盔，但母亲戴帽子时却不小心遮住了他眼
睛，摩托车径直开进边沟，幸好车子没倒。一路上，
母子俩还遇到很多骑友。“当他们得知老母亲已经
84 岁高龄，都很佩服她的勇气，纷纷跟她合影留
念。”宋健挥说，不少好心人还向老母亲赠送食品、
挂饰等小礼品，让他十分感动。

-夹江-洪雅-雅安-泸定-康定-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拉萨(随后平安返回)

7月3日下午3点至5点，成都多地突降大
雨，其中金堂县雨下得又急又大，一阵狂风暴雨
后，大树被风吹断，垃圾桶被吹倒，围墙坍塌，现
场一片凌乱。“超级暴雨，还打雷，树木吹断了！”
据多名网友爆料，金堂县赵镇一处工地的围墙倒
塌，砖头砸坏了十余辆停在空地上的汽车。

从网友们提供的现场照片看，一排黄色砖
墙齐齐倒在地上，长约50米，不少倒塌时散落
的砖块则砸到了旁边停放的车辆上，车灯、引
擎盖、车窗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至少
有十几辆车都被砖块砸坏了。”受损车主梁先
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事情发生在金西路星月
湾小区对面一处工地，围墙将工地围住，旁边
正在建设。自己家住平安桥附近，下午把车开
到星月湾附近办事，下午3点45分左右，一场
暴雨来袭，风吹得很大。半个多小时后，雨停
了，他去取车时才发现车被围墙砖块砸到，引
擎盖受损不小。梁先生说，目前他只能通过保
险进行维修。

此外，记者了解到，除了该处发生围墙倒
塌外，在滨江路一段还有四辆停在路边的汽车
因暴雨树枝折断被砸坏。“大概损失一千多元，
已送到修理厂维修。”受损车主邱先生说。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终于回来了！”
7月1日，宋健挥和
84岁的老母亲平安
回到乐山。历时 17
天、行程5000公里，
宋健挥用摩托车载
着母亲去了一趟西
藏，一路经过夹江、
洪雅、雅安、泸定、康
定、雅江、理塘、巴
塘、芒康、左贡，最终
地拉萨，在游览拉萨
后平安返回。

去西藏，是母亲
一生的梦想，为实现
母亲的梦想，宋健挥
才带上母亲骑行去
西藏。他的行为引发
网友热议，很多网友
为他的孝顺点赞，但
也有网友质疑“这是
孝顺还是冒险”？

对此，宋健挥回
应称，母亲身体很
好，出发前也服用了
抗高原反应的药物，
若出现高反肯定会
撤退。如今平安返回
乐山，在他看来，每
次在旅行途中，母亲
时常激动得像个孩
子，“看到她这么开
心，作为儿子，还有
什么比这让我更开
心呢？”

宋健挥带着 84 岁老母亲骑摩托车去西藏的消息
在网上传开后，不少人都称赞他孝顺。网友“羽翼”说，
完成老人家的心愿、让老人家开心就是最大的孝顺，这
份母子情孝感动天。

不过，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孝心值得尊敬，但真正
的孝顺不应该带着老母亲去冒险，毕竟去西藏，很多
年轻人都会有高原反应，而老人已经84岁高龄，除了
高原反应的危险，骑摩托车也很危险，如果真出了什
么意外，后悔莫及。“这些我都考虑过。”对此，宋健挥
淡淡一笑，母亲喜欢旅行，他爱好骑摩托车，骑行去西
藏则是母子俩的共同愿望，母亲年纪越来越大，再不
出发就晚了。

据宋健挥介绍，以前父母经常出去旅行，去了很多
地方，两年前父亲去世，母亲一个人在家很孤独，他就
经常骑摩托车带母亲出去玩，之前也去过夹金山等地，
母亲很开心，她觉得摩托车比汽车舒服，可以随时停下
来看风景。

“出发后，母亲提前服用了抗高反的药物，如果她
一旦出现高反，我们肯定会撤退的，跟去西藏的梦想相
比，安全肯定是最重要的。”宋健挥说，好在母亲的身体
很好，没有任何反应，每天晚上在宾馆里，还能做二十
多个仰卧起坐。

有网友问宋健挥，未来是否会带母亲挑战更高的海
拔？宋健挥说，去西藏是母亲的梦想，他们并非是专门去
挑战高海拔的。“我喜欢坐摩托车，喜欢到处耍，安逸。”
宋母补充说，下一站她想去东北，还坐摩托车去。宋健挥
允诺，“好好好。”

在宋健挥看来，每次在旅行的途中，母亲时常激动
得像个孩子，“看到她这么开心，作为儿子，还有什么比
这让我更开心呢？”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受访者供图

孝顺还是冒险？
“母亲身体好，
每晚能做20多个仰卧起坐”
他称，出发前母亲服用了抗高反药物，若出现
高原反应肯定会撤退，安全是最重要的

货运大姐跑出两条爱心路 想成立慈善小组

乐山

金堂暴雨
工地围墙垮塌
十余辆车受损

在宋健挥
看来，每次
在旅行的
途中，母亲
时常激动
得像个孩
子 一 般 ，
“看到她这
么开心，作
为儿子，还
有什么比
这让我更
开心呢？

回应

跑货运的成都大姐吴娟，从去年开始边跑
货运，边给川藏地区有需要的群众送衣服。最
开始，她向亲戚朋友募集，后来慢慢开口向陌
生店家募捐。她的爱心捐衣行动，跟随丈夫开
的货运卡车遍布川藏线，从成都出发，分两条
支线，一条远达西藏昌都，另一条远至道孚县。

募捐一年多，让吴娟发愁的是，送货的只
有她家一辆车。“如果我们有一个货运川藏慈
善小组就好了，大家组织一个群，你去哪里跟
我说一声，我把衣物给你送去。”吴娟说，冬天
的厚衣物，学生文具受欢迎，如果有人想捐赠，
可以联系她邮寄。

天

公里

辆摩托车

岁母亲

岁儿子

宋健挥和老母亲在布达拉宫广场合影留念骑行途中，老母亲被过往车辆溅了一身泥水

宋健挥和84岁的老母亲在骑行西藏的路上

吴娟在家里整理募捐来的衣物

持续数日高温闷热后，成都昨日午后迎来
一场降雨，气温也短暂下降。成都市气象台预
计，此次降雨天气过程，今日晚间才是主要时
段，并将持续至6日，雨量以中雨到大雨为主，
而四川盆地西部、北部将有大雨和暴雨出现。

昨日午后，成都多个区（市）县突降瓢泼大
雨。其实，这场大雨早有征兆，从昨日下午3点
开始，成都主城区部分地方天空就逐渐暗下
来，空气湿度增大。昨日下午4点，成都市气象
台发布第16号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金堂、龙泉
驿、青白江、温江、简阳有雷电活动发生，在未
来 6 小时内，上述地方和双流、天府新区、邛
崃、大邑、蒲江有雷电活动，并可能伴有6级以
上短时阵性大风和短时强降水。主城区的降雨
主要集中在成华区、青羊区和锦江区，截至昨
日下午5点，成华区6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3.6
毫米，紧随其后的是金堂，达10.3毫米。

据成都市气象台预计，昨日午后开始的
疾风骤雨，只是主降水的前奏，今日白天阵雨
依旧会穿插播放，尽管降雨持续，成都最高气
温仍在31℃左右，有些闷热。今晚将迎来主要
降水时段，一直到6 日白天，成都有一次明显
的降水过程，雨量大雨，西部和南部雨量可达
大到暴雨。

另据四川省气象服务中心最新气象资料
分析，预计7月5日凌晨至7日，四川省有一次
强降雨天气过程，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北部有
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降雨量达 110
毫米至 140 毫米，强降雨区在广元、绵阳、德
阳、成都、雅安、乐山、眉山、资阳、遂宁、南充、
巴中、达州 12 市，川西高原有中到大雨，局部
暴雨，攀西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

进入 6 月以来，四川省降水逐渐增多，特
别是高原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较强降雨，造
成地区气象及次生灾害频发。预计今日至 10
日四川高原地区降雨日数仍然较多，累计雨
量较大。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今日
尾号
限行 2 7

成
都

今日 阴 23.2℃~33℃ 北风1~3级
明日 阴转大雨 22.8℃~30.5℃ 北风1~3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未来三天
除了雨，还是雨
今晚迎降雨主要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