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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班都靠跑
每天要跑10多公里

1996年陈学军就来到成都武侯区
环境卫生管理所工作，现在是一名光彩
工程巡视员。2002年左右，陈学军的身
体出现了亚健康状态，经常生病，一蹲下
头就发晕，去医院检查也没有发现病因，
眩晕和疼痛已经影响他正常工作。医生
建议他多运动，于是他甩开腿，跑了起
来。渐渐地，跑步成了陈学军的爱好。

“很多人说没时间运动是有点牵强
的，时间再少你也可以坐在办公室里，跟
着网上的视频做些小的运动，因为运动
无处不在，最关键的是你愿不愿意参与
进去。”陈学军向记者回忆道，刚跑步那
会儿工作特别忙，经常需要从早上8点一
直工作到晚上8点，但他还是坚持上下班
跑步，那时，他家住在火车南站，单位在
红牌楼，一趟大概有六七公里。

跑步也需要掌握很多知识
要有科学的计划

“我感到最自豪的是在台北跑24小
时超马，因为在这场比赛中我打败了一
个日本人，夺得了第一名。”陈学军这些
年大大小小参加了上百场比赛，重马、
兰马、北马等各大跑马赛场和越野跑赛
场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2015年，还是“菜鸟”的陈学军去张
掖参加马拉松比赛。“我当时对3000多米
的海拔没有概念，还跑得很嗨，在山顶上
跑了一段后，眼睛就看不清了。”“跑完
后，跑圈的老司机看我眼睛是红的就说：
你小子真是命大，要是眼压高了之后，把
一对视网膜都能冲掉。”他说的这句话把
陈学军给吓坏了，才知道跑步同样需要
掌握很多知识，提前做好准备。

马拉松是一项安全的运动，而越野
跑可能会更多一点危险。陈学军认为，
马拉松是一项市民大众可以和专业运
动员一起同场竞技的运动。

而越野跑会对心灵的触动更多一些，
因为很多比赛会在不公开的景区进行，带
有神秘感的风景会更美。陈学军认为是跑
步优化了自己的性格，“我以前有点激进，
说话特别冲，很多人都讨厌我，跑步之后
好了很多，也交了不少朋友。”

成马想做志愿者
给来比赛的人们加油

“成都这两年跑步的人群几乎呈一
个井喷的趋势在增长。”陈学军回忆道，
2012年他刚开始接触跑步比赛，有时候
一场比赛两三个月都报不满，而到了这

两年想参加比赛都要靠抽签了，这足以
说明成都跑步的人群在呈爆发性地增
长。2012年的时候，成都跑团差不多也
就两三个，而现在陈学军能背出名字的
跑团都有20个以上。

“在绿道建设方面，成都走得蛮超
前的，这也促使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跑
步，喜欢上了跑步。我曾经有个愿望是想
跑完成都所有的绿道，但总是不断有新
绿道建设出来，根本跑不完。”陈学军认
为也正是因为喜欢跑步的人多了，才会
有更多的比赛举办。而对喜欢跑步的人
来说，举办更多的比赛能让他们有更多
的机会参与进去，只有都积极参与进来
才能更好地将跑步这项运动坚持下去。

“有一次我在兰州跑马拉松的时
候，一个小朋友大概就七八岁，拿着一

瓶矿泉水跑进赛道，追着我喊：叔叔加油，
叔叔加油。”陈学军当时很有感触，就在
想：以后成都的马拉松我也不仅要以参赛
者的身份参加，我还要去做一名志愿者，
要像那个小朋友一样去给来参加咱们成
都马拉松的朋友们加油。这样成都的马拉
松跟咱们市民也有互动，让它成为咱们所
有人都可以参与的一个运动狂欢节。

朋友眼中的陈学军

朋友祝家兴：他是一个非常有计划
而且注重科学跑步的人，对我们这些刚
开始跑步的朋友也很关心，会很耐心地
指导我们，让我们少走了不少弯路。我
们都很喜欢跟着他一起跑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王浩儒

在成都跑圈中，参加过上百次马拉松和越野赛的陈学军小有名气，更广为流传的是
他的网名“疯贰”。他自己介绍这个名字其实有两个意思，一是他跑步够疯，跑步的地方够
二，还有就是他说话性子急，不太注重场合，说话方式二。

这个穿着黑色无袖运动T恤，鸭舌帽下有着很酷的运动眼镜的跑步男子，便是成都跑
圈里公认的“大神”陈学军。很难猜出他其实是一名老资格的环卫工人。家住三环路琉璃
立交附近的他，每天都会跑步到位于高攀路的单位上班，途经三环路熊猫绿道，沿锦江到
达东湖公园环湖。51岁的他因为长期跑步，体态、神态、心态都与30岁出头的年轻人无异。

想跑遍成都所有绿道
奔跑的“环卫工” 8月29日上午，2019测绘法

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
主场活动在成都举行。今年的活
动主题为“规范使用地图 一点
都不能错”。2019版标准地图也
在昨日上线。

2019版标准地图共269幅，
包括中国地图209幅，世界地图
51幅，专题地图9幅。同时，为用
户提供了自定义编制地图所需
的3幅自助底图，包括中国地图2
幅，世界地图1幅。用户可通过自
然资源部网站、自然资源部宣传
教育中心、地图技术审查中心网
站以及腾讯地图网站免费浏览
下载。

与2016年版相比，新版标准
地图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一
是在内容上，进一步丰富了标准
地图，新增界线版中国全图、英
文版中国全图、分省（区、市）地
图、粤港澳大湾区地图等128幅
标准地图；二是在功能上，增加
横版中国地图自助制图功能，用
户可以基于正确的地图底图，制
作出个性化的地图。提升了用户
体验，满足更多公众需求。

自然资源部总工程师程利
伟在活动中提到了不久前在某
热播剧中出现的漏绘、错绘中国
地图领土及国界线的问题，他表

示，自然资源部已责成属地管理
部门对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
法处理。“这一事件说明，国家版
图意识宣传教育任重而道远。”
程利伟表示，熟悉国家版图构
成，正确使用地图，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是每个公民的责
任和义务。

目前“问题地图”主要有两
类，一是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问题地图，例如台湾省在地
图上的表示违背“一个中国”原
则；错绘、漏绘我国台湾岛、海南
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等
重要岛屿、错绘国界线。另一类
是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问题
地图，例如在地图上表示了涉
军、涉密敏感信息以及不能对外
公开的内容等。

自然资源部成立以来，面向
“问题地图”多发频发领域，联合
有关部门强化对地图的监管和
日常巡查力度，对世界500强企
业官方网站，大型会议和展览使
用的地图，以及新闻报道、互联
网站、报刊图书、影视剧等存在
的“问题地图”进行核查，对数十
家企业和网站存在的“问题地
图”督促整改，取得显著成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严丹

8月29日，成都传媒集团与
哈尔滨工业大学大数据集团在
哈尔滨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立足自身战略布局、专业
经验和产业优势基础，围绕成都
传媒集团“天府智媒体城”建设
规划，在技术、项目、人才、科研、
教育、产业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
度合作。

本次签约，双方本着“平等
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
同发展”原则，确定将在天府智
媒体城建设以及融媒体中心建
设、互联网技术支持、产学研基
地建设等方面开展广泛深入合
作。双方将引入哈工大在机器
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安
全、云计算、物联网等方面的先

进技术，为成都传媒集团融媒
体建设提供智慧解决方案；为
红星科技公司提供技术咨询、
专家顾问、软件研发、网络安全
服务等，实现技术与应用层面
的强强联合；为天府智媒体城
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引入图像
语音识别、智能写稿、数字娱乐
机器人等技术项目，以及数字
媒体设计实验室、数字艺术设
计实验室、智媒体信息安全运
营中心等项目；联合共建人工
智能职业教育学院、媒体大数
据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媒体融
合创新孵化中心等集教育培
训、技术研发、产业创新为一体
的产学研基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28日，@战争史研究WHS
@稗官野记 @文物医院 @开
水族馆的生物男 @无穷小亮微
博 @天师-卡赞 @张雪峰老
师 @高庆一 @邵圣懿 @黄块
块 @张腾岳 @杜长军 @毛小
星Ryan @不二史书 等历史、
文化领域大V正式围绕“品味城
市美学，传扬天府文化”主题，
开启了5天的成都慢耍生活，以
感受成都建设世界文创名城的
成就。

昨天一早，他们来到了金沙
遗址博物馆，大V们在微博上记
录了在成都的旅程，不到两天的
时间，已有1.3万次的讨论。刚进
入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遗迹馆，看
到这里曾出土象牙，他们展开热
烈讨论。随后，见到金沙遗址的
镇馆之宝太阳神鸟，他们更惊叹
连连。历史博主@稗官野记 在
接受采访时谈到成都，认为这座

城市的美食很符合他的胃口，这
里很悠闲，气候比较好。@无穷
小亮微博 对他的说法也表示赞
同，其他博主们也纷纷称赞成都
是最具有幸福感的城市。

历 史 博 主 @ 战 争 史 研 究
WHS 谈到，来金沙遗址感到很
激动，终于看到了太阳神鸟，他
还在微博上与金沙遗址博物馆
的官博互动。回忆起这一两天的
行程，他说：“这两天在成都最大
的感受，一个是好玩，一个是好
吃，用一个词就是安逸，太舒服
了。昨晚夜游锦江，真的感受到了
花重锦官城的繁华热闹，成都真
的适合所有人来旅游和安居乐
业。”@天师-卡赞 还从专业气象
的角度分析了成都气候，他认为
整体还是不错，也不容易受到恶
劣天气譬如台风的影响，紫外线
也不强烈，是一座宜居城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昨日，四川省第六届“好记
者讲好故事”活动决赛在四川广
播电视台举行。35位来自四川省
新闻战线的记者们齐聚，结合自
己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手
所写，讲述了几十个动人的新闻
故事，分享了他们对于这份职业
的感触和经验。

经过角逐，来自成都市广播
电视台的唐蜜、四川广播电视台
的付航、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
新闻的谢凯获得“最佳选手”称
号。他们将代表四川省参加全国
比赛。

唐蜜以《何其幸运——我的
声音你的眼》为题，分享了一段
关于“声音”的感人故事。2017年
夏天，唐蜜前往采访青芒公益影
院的一个特别的听友——小盲
童淼淼。采访结束时，淼淼拉着
唐蜜的手说：“唐老师，你的声音

好好听，下一次，我可以听到你
为我们读电影吗？”那一瞬间，唐
蜜的眼泪唰地掉了下来。之后，
唐蜜便加入了青芒无障碍影院
读电影志愿者行列。到现在，青
芒影院放映场次已近50场，受益
的盲人朋友已达5000人以上。

赛后，观众邹睿欣告诉记
者，她今天特别受触动，作为一
名刚刚进入四川新闻网的新记
者，见到了最好的榜样们的样
子。邹睿欣的同事郭晓彤在观看
比赛时流下了感动的热泪。她
说，对自己而言，记者就像救死
扶伤的医生，传道授业的老师。
今天看到记者同行、前辈在自己
的岗位上发挥出色，让她意识到
自己在未来的工作中还有很多
值得好好学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那迦 李彦琴

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给你15000
元，甚至还有更高的工资，你愿不愿意？

8月29日，2019年成都百万职工技能
大赛盾构机主司机比赛在蓉闭幕。作为西
南首届盾构机主司机比赛，大赛在为参赛
选手提供切磋技艺、相互学习的平台的同
时，也让这样一份新兴的“职业司机”进入
大众视线。

西南最会开盾构机的人
他掘进的地铁隧道你一定知道

经过此前的层层筛选，来自中国
中铁、中国建筑等17个单位110名盾构
机主司机成功入围决赛。

参赛选手在三天时间里，完成理论
考试和技能操作两大项比赛内容。据裁
判长管会生介绍，比赛重点考察参赛选
手对基础知识、专业操作、故障诊断及排
除、施工技术及安全措施、突发事件处置
等内容的掌握程度和熟练程度。

最终，来自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的胡可，以综合成绩99.70分获得冠军。
据悉，本次赛事冠军将被评为“成都工
匠”，前6名将入选“成都工匠”候选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成都地铁1号线省体育馆站至火车
南站，2号线东门大桥站至天府广场站
之间的隧道，都是胡可开着盾构机掘
进完成的。

每月15000元
“每个公司最少缺两三百人”

近年来，轨道交通产业进入黄金
发展时期。而随着轨道交通行业的快
速发展，盾构法施工已逐步成为隧道
施工的主要工法之一，盾构机主司机
成为行业内的急需紧缺型人才。

“每个公司最少缺两三百人。”据
中铁二局的盾构施工专职专家杨军介
绍，由于中国许多城市都在建设轨道

交通，盾构机主司机越发紧缺。“现在
一般的盾构机主司机工资都在15000
元以上，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工资水
平也会上涨。”

由于盾构涉及面广，盾构机主司
机操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装备整体
效能的发挥和隧道施工安全。

“一般盾构机主司机需为机械、电
力、土木等相关专业毕业人员。”已经从
事该行业18年的胡可告诉记者，除了专
业要求外，开盾构机需要特别细心，由于
整个盾构机长达80多米，掘进过程中涉

及的数据众多，“土压的控制、出渣量的
控制、线路的控制都很重要。”

据了解，为了保证按照设计线路
掘进，不挖偏，盾构机主司机需要操作
着自重达400-500吨的盾构机，在地下
挖出偏差在5厘米以内的隧道。

“我现在也在带徒弟，一般新人需要
经过3个月的熟悉，再逐步上手。”胡可
说，如果想要出师，则最少要经历一条线
从盾构机进入，再到盾构机出来的整个
过程。“往往盾构机在进入地下和从地下
出来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问题。”

一天有12小时在地下工作
“枯燥是最大的困难”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与15000元收入
相匹配的是，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时长。

“工作两班倒，每班工作时间是12
小时。”据现场考生王金川介绍，他已
经结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但由于工
作原因，平时很难有时间陪伴孩子家
人，只能通过视频、电话与家人交流。

“枯燥是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
王金川说，由于长期在地下工作，长时
间处于那样一种工作环境中，难免会感
到枯燥乏味，唯一解乏的方式就是与工
友们谈天说地。“不过一般都是，感觉还
没过多长时间就下班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闫宇恒 摄影 吕国应

月薪1.5万元以上
这种“地下老司机”需求量超大

盾构机主司机已成为行业内的急需紧缺型人才

我 曾 经
有个愿望是想
跑完成都所有
的绿道，但总
是不断有新绿
道建设出来，
根本跑不完。

成 都 的
马拉松我也不
仅要以参赛者
的身份参加，
我还要去做一
名志愿者，给
来参加咱们成
都马拉松的朋
友们加油。

2019版标准地图
正式上线

新增自助制图功能

成都传媒集团与哈工大大数据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行走天府成都，大V这样说成都：
好吃好玩好安逸！

四川“好记者讲好故事”
决出最佳选手

陈学军在比赛中当志愿者

陈学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