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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觉得房车旅行花
销大，其实是错误认识。”成都
房车旅行协会理事周应刚说，
这次旅行路程 4 万公里、耗时
90 天，预计人均花销 2 万~3 万
元，相比动辄上万的欧洲跟团
游，其实性价比很高，因为在房
车里面几乎可以解决所有的生
活需要，“油费一共要 10 多万，
算比较大的开销了”。

“我们的房车贵的虽要四五
十万，但便宜的只要几万元，其
实工薪家庭都消费得起。”一名
参与者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
非常热爱房车旅行，这代表了他
心目中“真正的生活”。周应刚
说，他们在热爱房车旅行的同
时，一直也致力于推广房车旅
行，希望未来有更多人接受这种
旅行方式。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从成都出发，再回到成都。”作
为此行的“头儿”，成都房车旅行协会
会长傅嗣铨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在
5年前便萌生了开房车重走丝绸之路
的想法，最终在去年10月份落实为计
划，经过8个月的准备，终于启程了，

“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临行前，他
叮嘱所有参与者：“出了国门，大家一
定要雄起！”

此行参与人员来自各行各业：
有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成都理

工大学等高校的退休教授（师）；有
汽车专家、路桥专家、医务人员等；
还有前国土局长、园林处长、环保处
长等退休官员。

此行参与人数 26 人，平均年龄
60岁。今年69岁的刘平分是年龄最
大的参与者，因为热爱美术，他将此
行的路线图手绘了出来：“自成都出
发，穿越中亚、西亚、俄罗斯，深入欧
洲多国，最终回到成都。往返全程共
4万公里左右，预计耗时90天。”

出发
成员来自各行各业
预计耗时90天

“这次旅行时间长、路途远，
很辛苦，驾驶员大多是老人，确实
是很大的挑战。”傅嗣铨表示，路
上风餐露宿，会有很多不可控因
素，如车辆抛锚、人员生病、意外
事件等，而此行的同伴们都是第
一次走这么远。这些不可控因素
虽然令人担忧却也激发了同伴们
的好奇和向往，这也是旅行的魅
力所在，“老人们接受挑战”。

他们的确做好了充分准备。
原西南交通大学教授袁振明，是
汽车构造方面的专家，他将全程
为同伴们解决车辆故障；原成都
市中铁二局集团中心医院药师
关信生，她准备好了各类药品，
担当同伴们的“卫生员”。

年龄最小的参与者是28岁
的金鹏，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他
精通俄语和英语，将担当同伴们
的随行翻译，解决语言不通的问
题。傅嗣铨说，金鹏是被大家“聘
请”而来的，但是他并没有薪水。
而金鹏则相当乐意，他告诉记
者：“理由很简单，就是快乐！”

“克服和解决困难，将增添
旅行的印记和阅历。有缘与这
样的团队同行，是我的幸运。”
一名参与者说，就算遇到了不
可抗拒的困难，也可以找所在
国的中国大使馆，根据以往自
己在澳大利亚、欧洲等地的自
驾经历，他知道驻外的中国大
使馆是值得信赖的地方。

挑战
充分准备
成员中有“修理工”“卫生员”

花销
人均花销2万~3万
其实性价比很高

很多老年人，经常会感觉全身莫
名其妙疼痛，关节酸、麻。如果伴随有
弯腰驼背、胸闷气短的现象，也许您已
经骨质疏松了！骨质疏松的人，可能打
个喷嚏，就会肋骨骨折。哪怕轻轻摔
倒，都有可能腿骨骨折！如果有这方面
症状，市民朋友可拨本报四川名医健
康热线028-69982575了解。

骨质疏松虽然不会要命，但可能让
你瘫痪在床。因为骨质疏松是全身关节
疾病。发生在股骨头上，就会导致股骨
头坏死，让你站不起来，坐不起来，只能
躺着。如果发生在肋骨，肋骨松软，则会
失去保护心肺的能力，让你胸闷、气短、
心口像压了个大石头，甚至呼吸困难。
如果出现骨折，你不但要忍受伤筋动骨
的痛苦，而且吃饭、睡觉、穿衣都要别人
照顾。很多骨质疏松的老人，都因为这
个疾病苦不堪言！

更主要的是，骨髓，不仅是制造血
液红细胞的主要场所，更是人体免疫
白细胞的来源基地，骨质疏松，骨髓自
然就会变少，制造血液细胞的能力下
降，人就很容易得慢性病！

中医认为：骨质疏松，不是你吃了
钙片就能补的。主要原因是你五脏功
能衰退了。

肾为五脏之根本。在整个生命过
程中，由于肾中精气的盛衰变化，而呈
现出生、长、壮、老、已的不同生理状
态。五脏根损叶必枯，肾脏功能一弱、
心火就盛，这样就加重了心脏的负担，
诱发各种心脏的器质性病变。肾脏功
能下降，间接导致肺脏功能下降，身体
防御能力下降。

肾主骨生髓，脾生血养肝，而精、
气才是壮骨强筋的主要物质。如果你
正被骨质疏松困扰，或者想咨询这方
面的问题，都可拨打本报四川名医健
康热线028-69982575详细咨询。

骨质疏松滥补钙只是白花钱
不调肝脾肾何谈改善骨密度

成都-中亚-西亚-俄罗斯-欧洲多国-成都

“花甲老年团”
开房车重走丝绸之路

平均年龄
60余岁

成都房车旅行协
会“中国梦百姓梦
——自驾房车重走欧
亚丝绸之路”活动24
日正式启程，此行共
使用8部房车，参与人
数26人，平均年龄60
余岁。

全程
4万公里

整个旅程自成都
出发，穿越中亚、西
亚、俄罗斯，深入欧洲
多国，最终回到成都，
往返全程共4万公里，
预计耗时90天。

24日上午9：00，成都市某房车基地，傅嗣铨一脚油门，成都
房车旅行协会“中国梦百姓梦——自驾房车重走欧亚丝绸之路”
活动正式启程。此行共使用8部房车，参与人数26人，平均年龄
60余岁。整个旅程自成都出发，穿越中亚、西亚、俄罗斯，深入欧
洲多国，最终回到成都，往返全程共4万公里，预计耗时90天。

300余支被磨秃了笔头的毛笔，被
王沁园收藏了起来，这是四川大学艺
术学院2013级首届书法专业10名本科
毕业生四年来笔耕不辍的一个印记。
昨日上午，有“民间故宫”之称的荣宝
斋承办了一场书法展，不仅有川大首
届书法本科生和2017届研究生的毕业
作品，还有一组草书自作词尤为瞩目：

“东风锦水绿，名校沁园春。事业需拼
搏，人生任雨晴……”这组作品受到瞩
目，不仅因其嵌入了书法班10位同学
的姓名，更因为书写者是书法班“名誉
班主任”——川大校长谢和平。

2013年，川大艺术学院开始招收
第一届书法方向本科生，且“只招10
人”。最终，10名来自江苏、山东、河南、
广东的同学组成了第一届书法本科
班，至今已连续招生三届共34人。川大
校长谢和平院士写给首届书法毕业生
的公开信中介绍称，侯开嘉先生草创
四川大学书法硕士研究生专业，已行
历十余载，而书法本科生也已开招三
届，形成了本、硕、博一体的完善的学
科体系。

然而，从兴趣到专业的学习并不
轻松。来自河南南阳的王沁园说：“真
正接触书法专业后才发现它跟我们想
得不一样，不能随心所欲。”在入学前，
学生们已在技法上颇有小成，开始专
业学习后，老师却让大家从头开始。楷
书、隶书、魏碑、行书、草书……每种书
体都变成了一堂课，一写就是几个月。
书法班的同学，几乎每天都要到画室
报到，临帖、创作。

在川大，书法学还非常讲究理论
研究，在课程设置里将理论研究比重
提高到了四成。在书法专业课程表上，
除了各种书体的训练，还有书法史、古
代书法理论、书法鉴赏、书法教育……
甚至包括了古代汉语、古代诗词、中国
哲学史和中国美学史等课程。

书法班的就业渠道主要有哪些
呢？据介绍，川大2013级10名书法本
科生，有的选择继续深造，有的将从
事书法教育，有的将去画廊、群众艺
术馆等地方。

成都商报记者梁梁 图由川大提供

21日下午2点，乐至县石佛
镇中桥沟一建筑工地，烈日下，
73岁的邓祖福肩挑红砖，一趟趟
把砖运到20米外的工地上……

如果不是去年孙儿豪豪突
然患上了白血病，邓祖福只用在
老家拾掇庄稼养活自己和老伴
就行。但孙儿突发重病，不到一
年，全家已花费近百万医疗费。
最近，孙儿的病情加重，已开始
拖欠医药费，一家人一筹莫展。
为救孙儿，邓祖福开始到工地上
挑砖挣钱。他说，“我还能做点就
做点嘛，自己的孙儿（要救命）。”

每趟挑120斤 一天能挣100元

站在工地前，看着老父亲顶
着烈日挑砖为孩子筹医药费，邓
永春背过身偷偷抹了抹眼睛，

“喊了他不要担砖了，年纪大了，
天气又热”。但邓祖福闲不住，他
只知道孙儿生了重病，需要用
钱。邓祖福家住乐至县石佛镇板
板桥村，妻子因意外损伤脑部，
智力仅儿童水平，全靠他种庄稼
打零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儿女
相继成家后，他慢慢不再出去打
工，但今年年初，他一遇上相熟
的包工头就问“有没有活干”？

每天早上4点多，邓祖福就起
床，喂猪、喂鸭，煮好饭后骑电动
车去工地，直到晚上七八点才回
家。邓祖福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一
匹红砖重5斤，每次能担24匹，要
把上百斤砖从卸货点担上工地，

“一天能担2000多匹”。担一匹砖，
工钱是5分钱，天气凉快的话，他

一天能挣100元左右。

老父亲的血汗钱 儿不忍心拿

21日上午，邓永春赶回乐至
老家打算报销医保费用，邓祖福
把刚刚领到的工资加上低保钱，
一共2000元递给了儿子。“不要，
你自己收到，我还有钱。”邓永春
不敢让父亲知道，其实已累计欠
了医院近7万元，但老父亲的血汗
钱，他实在不忍心拿……

去年6月，正读初二的豪豪
后颈上被发现有个不小的肿块，
后经医院诊断，他患上了急性T
淋巴母细胞性白血病。随后，豪
豪先后接受8次化疗，身上的淋
巴肿块加起来有40多处。“之前
到处打工，在工地上当电工。”39
岁的邓永春说，由于妻子严重贫
血，后来一家人回到妻子老家仁
寿县。孩子一病，家里的一点积
蓄花光了，还借遍了亲友，“一个
疗程就要四五万”。

“想不想回去读书？”“想。”病
床上的豪豪话很少，直到记者
问他是否想读书时，声音才清
晰起来。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一匹砖挣5分钱 一天能担2000多匹

为救白血病孙儿
爷爷烈日下挑砖挣钱

磨秃300余支毛笔
川大首届书法本科生毕业
名誉班主任谢和平相赠草书作品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大家临行前集体合影

邓祖福顶烈日在工地挑砖，为白血病孙儿挣医疗费

想孙儿了,他就拿出孙儿照片看两眼

川大首届书法本科生毕业获赠
校长谢和平草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