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往昔：
曾骑单车环游中国
年过花甲三进大学学习

岷江东岸，乐山城郊牟子镇武
皇村二组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不时
传出悠扬婉转的琴声。这里便是乐
山奇人王大康的家，他是中国第一
位骑自行车环游全国的人，和长江
漂流勇士尧茂书、中国飞人衣瑞龙
并称“乐山三怪杰”。

如今，很多人经常会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但在上世纪80年
代，却并不容易。1981年2月15日，
王大康从乐山出发，通过1278天艰
苦行程，终于功成“梦”圆——完成
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骑行，
行程6万多公里。

环游中国后，王大康应邀写成
了一本75万字的《王大康游记》，却
被出版社以篇幅太长、内容太杂，
让好好删改为由给退稿了。这让只
有初中文化的王大康很难受，“我
一定要读书，要去上大学！”

从61岁开始，王大康三进大学
学习。1996年，进入四川师范学院
（现西华师范大学）学习新闻写作；
2000年，继续在四川师范学院攻读
旅游文学专业研究生；2008年，已
73岁的他又走进乐山师院学院，成

为“大一新生”。随后这四年，王大
康和“90后”大学生同班上课，从不
早退、迟到。他说：“当初学习是为
了写游记，如今上大学完全就是为
了学知识。”2016年初，在骑游30多
年后，56万字的《王大康骑游记》终
于出版面世。

看今朝：
每天坚持读报练字学英语
还要做50个俯卧撑

在重阳节到来之际，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再次探访了王
大康。见记者到来，正在院子里侍
弄花草的老人赶紧迎了上来，已经
86岁的他依旧精神矍铄。

谈起这些年的生活，王大康
说：“每天的作息很有规律，我每个
工作室都放了电子钟。”从乐山师
院读书回来后，他便坚持每天凌晨
4点半准时起床，打太极拳、做广播
体操和俯卧撑。“以前两只手都是
三指做，现在左手有点问题。”王大
康说，以前每天做30个俯卧撑，最
近3个月逐渐增加到了50个。

半小时的运动后，王大康便冲
冷水澡，“冬天也是冷水，现在基本
上很少生病。”6点，王大康正式开
始一天的学习，认真看《人民日

报》，摘录报纸重点内容，再花半小
时写前一天的生活日记。8点过，打
扫家里的卫生，照料院子里的花花
草草。

9点过吃完早饭，就练习一个小
时的毛笔字或钢笔字，再学习一个小
时的英语。下午1点准时出门骑自行
车，在骑行过程中，他爱跟沿途的村
民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情
况，第二天写进自己的生活日记。

在王大康家里，有一个专门的
房间用来摆放自行车和10多年订
阅的报纸。里面停着6辆自行车，其
中就包括他上世纪80年代环游全
国、90年代骑行外国的自行车。

下午2点回家后，吃完午饭的
王大康便开始沉浸在自己的音乐
时光中，弹钢琴、拉手风琴，都是他
的最爱。晚上看一会电视新闻和电
视剧，10点前准时上床睡觉，“因为
一天下来很充实，倒头就睡。”

谈到父亲，王大康的大女儿王
毅红笑说：“父亲脾气怪，不愿意跟
子女一起生活，他一个人生活惯
了。只要过得开心、身体健康就很
好，我们愿意他高高兴兴的。”

曾在王大康就读的两所大学
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谭辉旭表示，王
大康的行为难能可贵，“他是一个
终生学习的榜样！”

谈未来：
就这样活到老学到老
一直到最后停止呼吸

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王大康
感到非常满意，他每个月能领到几
千元的养老保险和退伍老兵生活
补贴等，经济上有保障，生活也非
常充实。

不过，也有人对他的行为表
示不理解，都年过八旬了，何必
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我不觉得
累，我很快乐。”王大康说，自己
身体好，精力旺盛，因此希望把
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上，多增加
点知识，多看下祖国的发展，这
就是他的愿望。

“现在只是觉得每天的时间不
够用。”王大康说，前两年他又买了
整套的《古文观止》《资治通鉴》和

《史记》等古典文学，需要抽时间来
看，“这么好的传统文化，我如果没
有了解就走了，太可惜了，希望有
生之年全部看完。”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采访结束时，王大康很坚定地表
示，他就想这样活到老学到老做到
老，一直到最后停止呼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
爱刚 摄影报道

曾经 骑单车环游中国骑单车环游中国，，6060岁后三进大学岁后三进大学
如今 每天读报练每天读报练字字、、学英语弹钢琴学英语弹钢琴、、做做5050个俯卧撑……个俯卧撑……

学霸爷爷
传奇继续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在四川乐山，有一位86岁高龄的老人王大康，曾在40

岁时成为中国单车环游第一人、61岁时考入大学本科、73
岁又读了音乐专业……

如今，王大康在继续书写着传奇人生，每天坚持读报
纸、练毛笔字、学英语、弹钢琴，还冲冷水澡，甚至做50个俯
卧撑。他说，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直到最后停止呼吸。

岁

专家讲座、名医义诊、以患者现
身说法忽悠老年消费者；优惠赠送、
免费体验、感恩活动、庆典让利免费
抽奖（旅游）……近年来，老年人领域
的消费陷阱层出不穷，如何规避这些
消费骗局？10月13日，在重阳节（10
月14日）来临之际，四川省保护消费
者权益委员会通报四川老年消费投
诉十大典型案例，发布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老年保健品、金融投资、电视
购物等相关领域存在的消费陷阱。

“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消委组织
接到保健食品、保健用品方面的投
诉813起，其中老年消费者投诉占比
相对较高。”四川省消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据统计，近年来老年消费者投
诉在保健品、金融投资、电视购物等
方面消费侵权现象较为突出，一些

不法经营者通过不实宣传、价格误
导、承诺不兑现等手段，误导老年消
费者消费。以老年保健品为例，主要
存在三大消费陷阱：专家讲座、名医
义诊、以患者现身说法忽悠老年消
费者；优惠赠送、免费体验、感恩活
动、庆典让利免费抽奖（旅游）；亲情
关爱、殷勤上门等。该负责人介绍，
个别经营者还以国家科研机构、行
业组织的名义，通过专家讲座、专家
访谈、养生现场会等形式做幌子，诱
导老年人进行消费。

与此同时，金融投资也存在养
老健康产业投资、高额理财投资、艺
术品收藏投资三类消费陷阱。尤其
是在养老健康产业投资方面，往往
打着健康、养老产业的幌子，以返
利、分红为诱饵，以投资或加盟养老

项目、养老服务、健康产业为名，恶
意诱导老年消费者入股投资相关产
业。此外，还有部分老年人遭遇电视
购物陷阱，一些不法经营者以“不满
意可退货”“无效可退货”“免费试
用”等宣传来博取消费者的信任，美
化产品，夸大功效，问题纠纷往往表
现为货不对板，拒绝先验货再付款，
而商品一旦有问题，电话直接被拉
黑，投诉对象难觅踪影。

如何避免老年人落入纷繁复
杂的消费陷阱？四川省消委提出消
费建议，老年人应当理性看待保健
品，身体不适时一定要到正规医院
就医。老年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或接
受服务时，要做到货比三家，做重
大投资时要与对方签订详细的书
面合同，保留好相关宣传资料和证

据，一旦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可通
过与经营者协商，请求当地消委组
织调解、向相关行政部门投诉或通
过司法途径及时维护自身权益。

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
害，法律如何进行保护？四川省律师
协会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副主任
韦海军表示，老年消费者要树立自我
保护为主的保护意识，特别是在交易
中要注意重要信息和证据收集，知晓
对方的名称、工商登记、住址、交易
场所登记等信息，并对上述基本情
况进行核实。交易时签订书面的合
同或协议，若为大笔交易，尽可能要
求增加担保人，特别是公司法定代
表人、实际控制人、推销人员的担保
责任，并取得发票、收据等单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名医义诊”、免费抽奖旅游……

看清这些忽悠招数
拒绝踏入消费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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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次事件的成功处置，我
只是做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同我
平时受到的安全教育分不开。”黝
黑的皮肤，身着红色工作服，头戴
安全帽，10月13日下午3点，22岁的
藏族小伙何西在颁奖仪式上发表
感言。他看着发言稿，略微有点紧
张：“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
获得表彰，非常难忘！”

9月30日9点05分左右，四川省
阿坝州黑水县境内的西尔隧道口
发生大面积高位崩塌，正在该路段
进行安全巡查的何西，于8点40分许
进行预警并组织撤离，帮助隧道口
附近建设单位28名工人成功避险。

昨日，四川省交通厅在阿坝州
G347线茂红路项目部举行颁奖仪
式，何西获得了3万元奖励。

提前25分钟预警
帮助28人成功逃生

何西是阿坝州黑山县人，2019
年入职四川瑞通工程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通公司”），成
为茂红路MH3标项目部的一名安
全员。

何西所在的瑞通公司承建了
阿坝州茂红路改建工程。平时，他
的工作任务是每天上午和下午在
G347线进行安全巡查，每天累计
行程近50公里。“上午8点上班、12
点下班；下午2点上班、6点下班，每
天如此。”何西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9月30日8时许，同往常一样，何
西驱车从黑水县城出发，沿着G347
线开始安全巡逻。“巡查工作中需要
观察山体的异常现象，比如，是否有
碎石沿着山体滑落，这种情况就会
影响沿路的安全。”何西说。

就在9月25日晚，黑水迎来强降
雨，导致多地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

“9月30日巡查当天，清晨天气很好，
阳光照射，我内心反而有点紧张。”
何西坦言，生怕山体崩塌险情发生。

由于从小在黑水山区长大，何

西熟悉当地的自然灾害现象，尤其
对山体移动非常敏感。“在山区，被
雨水浸泡过的山体表面很脆弱，一
旦天气放晴，经过暴晒的山体极易
出现山体塌方。”

8点40分左右，何西驱车来到
西尔隧道处，观察周边山体情况，
发现隧道洞口上方的山顶有零星
落石，而一处在建项目的施工驻点
就在洞口旁边。

“不好，有险情！”何西当机立
断，向施工驻点大声呼喊，组织驻
地人员撤离。

一阵忙碌后，8点50分，现场人
员撤离至安全区域。

“等一下，大家往后退！快！
快！”与此同时，何西对隧道口过往
车辆进行交通管制。“当地群众平
时开车时对落石现象司空见惯，但
我还是坚持劝导大家进行避险，险
情来了就躲不掉了！”

9点05分左右，隧道口上方瞬
间发生塌方，大量石块从百米高的
山坡上滚落，现场尘土漫天。

9点30分，现场施工单位对驻
地人员进行清点，在此作业的28名
工人无一伤亡。

脱险背后
有一套安全生产机制

山体高位崩塌，带来的冲击力
极大。回忆起当时的险情，何西心
有余悸，“当时乱石滚落，方向不
明，量不大，但是冲击力非常强，落
石最远冲到80多米外。”

从8点40分开始预警到9点05
分山体塌方，何西在灾难发生前25
分钟吹响“安全哨”，让现场工人躲
过一劫。

能够及时发现险情，对何西而
言，除了凭借自小形成的对山区险
情的敏感“嗅觉”外，还来自规范化
的安全管理制度。何西透露，公司
今年4月就在此次山体塌方处举行
了安全演练，大家都有很强的安全
意识，这次撤离非常及时。

此前，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还专
门印发了《关于严格落实项目驻地
安全六条措施切实抓好交通在建
项目安全工作通知》，明确要求，把
安全责任落实到最基层和最小工
作单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每个标
段负责人都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
书，整个工程配置了安全员和巡查
员，每月会召开安全例会，在会上
将近期一些安全问题进行通报，定
期开展安全生产讲座培训，播放
PPT给工人看，强化大家的安全生
产意识。”G347线茂红路指挥部管
段工程师兼安全工程师黄云林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实习记者 宋嘉问

著名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
副主席张千一，其创作的歌曲《青
藏高原》曾征服了无数听众。去年
他创作的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
国》，在“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
季的舞台上带给大家震撼。今年在
成都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音乐金
钟奖，张千一又担任了10月16日
晚开幕式音乐会的总导演。“阵容
强大，形式多样，还有很多第一次
在成都演出的作品，一定会给成都
观众带来一场耳朵盛宴。”张千一
告诉记者。

张千一透露开幕式音乐会阵容
非常强大。“音乐会上的四位指挥
家，余隆、张国勇、俞峰、李心草都是
中音协的副主席。著名歌唱家廖昌
永副主席、雷佳副主席，以及全国著
名的歌唱家王宏伟、么红，著名小提
琴演奏家吕思清、著名古筝演奏家
王中山，都会来参加这次演出。”

“形式多样”是张千一总结出
的第二个亮点。“节目涵盖了中外
很著名的器乐作品，《红旗颂》是吕
其明老师创作的经典作品；柴可夫
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门德尔
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王中
山演奏的《闹元宵》，都是非常棒的
器乐作品。”张千一坦言，还有雷佳

的歌剧《党的女儿》选段等，形式多
种多样。

更重要的是，当晚很多作品对
于成都而言是第一次呈现。“比如

《红旗颂》，以前大多是器乐，这次我
们选用了吕其明老师的合唱版本，
让人热血沸腾。另外有两首作品，

《东方船》和《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也是第一次在成都呈现。”

对于很多人而言，一想到成
都，《成都》这首歌便脱口而出。所
以在开幕式音乐会上，也有这首歌
曲。只不过，这次不仅改编成管弦
乐作品，还是由中国爱乐乐团来演
奏。“编曲是成都一位年轻作曲家
刘力完成的，加上这次是一流的交
响乐团来演奏，非常期待。”张千一
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中
国爱乐乐团演奏的《成都》他还没
听过，“我相信在16号晚上，当《成
都》奏响时，现场的成都观众会感
到非常亲切和自豪。”

这是金钟奖继 2019 年后，再
次来到成都。张千一表示：“上次金
钟奖在成都举办得非常成功，能感
觉到成都在软件、硬件建设上，下
了很大的功夫，相信这次会更加完
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王祖曦

金钟奖开幕式音乐会总导演张千一揭秘：

中国爱乐乐团将演奏改编版《成都》

岁岁重阳，今日我们又迎来重阳佳节。今年是我国法
定第九个“老年节”，全国多地都将开展尊老、敬老、爱老、
助老和重阳主题活动。

重阳节

夕阳最红
夕阳最红

擦亮眼睛
擦亮眼睛

山体崩塌
提前25分钟预警救下28人

他如何做到的？

山体崩塌现场

何西（右）领取奖金和荣誉证书

王大康的6部自行车

最爱拉风琴和弹钢琴 练毛笔字每天清晨王大康都要认真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