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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汉到嘉鱼 8人24小时沿长江江堤暴走

驴友百公里毅行纪念战疫百天
□楚天都市报记者 刘利鹏
8 个人，24 小时不停歇， 沿着长江逆
流而上，从武汉暴走至嘉鱼。 五一假期，80
后驴友刘楚军和他的 7 名队友，展开了这
样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们热爱武汉，也热爱运动。 ”昨日，
刘楚军对楚天都市报记者说， 这个活动，
既是向英雄而又坚强的家乡致敬，同时也
是与朋友们一起亲近久违的大自然。 这些
天他们的暴走之旅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
刘楚军还计划，秋季的时候再来一场百公
里毅行。
队员们行进在江堤之上 摄影：杨杨

百公里毅行向战疫百天致敬
刘楚军筹划这个活动， 始于武
汉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当时，他因为
离汉通道管制， 无法回到老家咸宁
过年。
“看着我深爱的城市疫情越来
越严重，我确实坐不住了。”刘楚军
介绍，他上大学来到武汉，至今已有
十几年，早已安家在这座城市。十年
前，他开始从事户外旅游行业，湖北
及周边地区的户外体育休闲项目和
线路， 都走了一个遍。“那些记忆中
曾经波光粼粼、 郁郁葱葱的荆楚山
水， 疫情期间似乎都灰蒙蒙的。”刘
楚军说，他得做点什么。在华中科技

大学校友会群里， 他主动申请做起
志愿服务工作。
最初，由于公共交通停运，一些
医护人员上下班困难， 刘楚军参与
到接送服务中， 有时一天之内需要
跨越长江多次。后来，他又去帮助清
理、发放捐赠物资。
常和刘楚军一起参加户外体育
活动的周斌，则是一名70后。那段时
间，他也开着私车，参与接送医护人
员近月余。
当武汉宣布4月8日解除离汉通
道管制的消息后， 刘楚军萌生了一
个想法：能否用驴友们喜爱的方式，

两名队员遗憾未能完成全程

纪念武汉战疫的这段日子？ 在脑海
里一过筛， 他想到了用毅行百公里
这种方式，“1月23日至5月1日，正好
100天，用100公里来纪念。”
毅行百公里活动，北京、长沙、
合肥等地曾多次举办过， 规模大的
活动参与者上万人， 武汉此前则并
未有正式赛事。
他把想法跟周斌等几个圈内跑
友一说，大家都非常踊跃。“在家100
天了， 确实也很想亲近大自然。”周
斌说， 由于信任刘楚军的规划，8人
的团队迅速组织了起来， 活动的成
本也由刘楚军负担。

最美的时刻是躺在江堤看星星
在刘楚军看来，长江“青山遮不
住，毕竟东流去”，再大的困难都会
克服过去， 长江代表着武汉人不畏
艰险迎难而上的精神， 所以这条线
路，一定要沿着长江走。
而沿着长江， 则有左右两岸南
北方向共四个选择。 为此，他特地开
车、骑自行车对沿途进行了考察，最
终确定了从武汉沿长江右岸逆行至
嘉鱼的线路。“这条线路，绝大部分
是平整的江堤公路， 风景也非常漂
亮，适合毅行。 ”刘楚军说。
参与毅行的 8 人， 年龄大的有
70 后， 年龄最小的是 95 后，4 男 4
女，其中有 5 个人是第一次进行长距
离徒步活动。 刘楚军介绍，驴友们的
活动有个
“
三不问”原则：不问姓名、不
问年龄、不问背景，但大家多次在一
起活动，对彼此的身体素质都心中有
数，100 公里对 8 人来说， 努把力应
该是可以完成的任务。活动开始前，他

还请来同事和医护人员， 沿途为 8 人
提供饮用水、食物补给和医疗保障。
5 月 1 日，8 人在汉阳国博举行
了一个简短的出发仪式， 正式踏上
了 100 公里的暴走之旅。
从杨泗港大桥跨过长江，就是武
金堤江堤， 顺江堤向南不过几公里，
路上的人和车越来越少，已近城市边
缘，江堤上的景色也越来越美了。
行程刚开始，8 人精神状态都
非常不错。 周斌年长，户外活动经验
丰富，便在队首领走，防止大家速度
过快而消耗体力。 队员“心晴”则和
几名女队员有讲不完的话， 有时忍
不住还跑起来。
当天中午， 他们便已经走到了
江夏金口。 在中山舰博物馆旁边的
江滩草地上， 为他们提供后勤服务
的李磊，专门到金口街道上的餐厅，
为大家买来鱼丸等饭菜，露天席地，
几个人吃得非常开心。

但是到了下午，步履逐渐沉重。
有的队员脚上已经打了水泡， 有的
队员最开始不屑于用徒步杖， 这时
也感觉用起来省劲多了。 同事“猎
户”提供的老冰棒，让又热又累的队
员们浑身一激灵。
不过， 旅途的美景还是让他们
兴奋不已。 三个多月难以亲近最原
始的自然风光， 看到落日沉沉即将
坠入长江，他们纷纷停下来，见证这
红彤彤的最美时刻。
至晚上 8 时， 天已经完全黑下
来， 一行人抵达了晚餐的地点——
—
邻近嘉鱼簰洲湾的江堤之上。 长时
间体力消耗之下，大家饥肠辘辘。 打
开头上戴的顶灯， 几个人就坐在草
地上，吃着饭聊着天。“吃完饭，把地
垫一铺，大家躺在江堤上，听着江涛
阵阵，看着天空中时明时暗的星星，
顿时觉得旅途的辛苦得到了最好的
回馈。 ”刘楚军说。

休息完毕，大约晚上9时30分，他们又上路了。这
也是最考验毅力的时刻——
—通宵暴走。
“当时我都躺在地上不想起来了。但是周斌大哥
一句话又让大家都爬起来。”队员“心晴”说。原来周
斌鼓励大家，把当天的微信步数“走到暴”。
由于微信步数统计截至当天24点， 大家在江堤
上加快行进，快到转钟时，队员“莫愁”走到了98800
步，数字不再变化；其他几人也达到了9万多步以上。
过了零点，有队员已经开始眼皮子打架了。几个
女队员商量了一下，决定用跑步驱散困意，果然，跑
了一会儿，精神头好了不少，但脚肿胀充血，腿沉得
像铅块，还是让她们倍加难受。
在凌晨4时30分时，队员“闯闯”已经跪趴在地
上，又冷又累，四周还有蒙蒙的水汽，再也不想走了。
但休息片刻，他还是又上了路，“毅行毅行，没有毅力
哪能行！”
刘楚军则在50公里处就已经感觉腰疼得厉害，
他心想：自己不会成为第一个退出活动的人吧？好在
同行的一名队员是健身教练，教他省劲的徒步方式，
这才渐渐好转。
就这样，一步一步，团队终于在5月2日上午8时，
抵达了终点——
—嘉鱼县二乔公园。抵达后，队员们一
扫疲惫之态，兴奋不已。但在接近终点的15公里前，
有两名队员还是遗憾未能完成全程。“如果他们继续
慢慢行走，也能抵达终点，但这样势必会受伤，”周斌
说，与其受伤不如休息好了下次再战。
途中，也有路人对他们的活动表示不解。在嘉鱼
县一处休息点队员们正在休整， 几名当地村民得知
他们从武汉徒步走过来，大为惊讶：“为啥不坐车，票
价不贵啊！”
“其实我们喜欢的， 就是这段与自己对话的时
间。”刘楚军说，当走在寂静的旅途中时，仿佛不受打
扰了，心灵也有了时间思考，那种沉静，是平时体会
不到的。
“这几天， 不断有网友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我，希
望也能参与这样的活动。”昨日，刘楚军告诉记者，他
们计划秋季时再举办一场百公里毅行活动， 让更多
人感受用脚步丈量荆楚大地的乐趣。

【武汉消防剖析典型火灾案例】
“5.20”汉南区邓南街道洪康路住宅楼火灾(五)

老旧小区安全隐患大 消防设施必不可少
本期为您讲解的是
“5.20”汉南区邓南街道洪
康路住宅楼火灾事故，该
起火灾事故发生于 2017
年 5 月 20 日 15 时 05 分
许，过火面积约 150 平方
米左右， 所幸并无人员伤
众志成城战疫情
关注消防守平安
（武消宣）

东西湖站 83214746

亡。经消防部门综合调查，
认定起火楼层为住宅楼第
二层， 燃烧物质为房顶及
家具， 起火原因排除人为
纵火的可能， 不排除电器
线路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
引发火灾的可能性。 火灾
虽然被消防员扑灭， 但起
火原因值得广大市民深
思。
消防部门到火灾现场
黄陂站 61000658

勘查后发现， 起火建筑属
于砖混结构的房屋， 建筑
内均无自动灭火设施、无
应急照明逃生器材、 无灭
火器，周围均为类似建筑。
火灾初起是扑救火灾
最有利的阶段， 没有有效
的消防设施就只能等待消
防车到来， 往往会失去最
佳扑救时机，因此，小区内
配备消防设施的重要性不

江夏站 87025932

蔡甸站 69609846

言而喻。 但多数老旧小区
的消防设施普遍缺失，消
防隐患多。 这有其历史原
因， 因为很多老旧小区在
《消防法》颁布实施之前就
已经建设多年， 在设计规
划时就忽视了消防安全。
同时， 不少老旧小区早年
都归属于单位， 物业费较
低，也没有大修基金，而单
位一旦不景气， 更无暇添
新洲站 89353111

置消防设施。
在此，武汉消防提醒：
要解决老旧小区消防设施
缺失的问题，需要物业、居
民、社区协作、配合。 物业
管理企业是小区消防的第
一直接负责人， 除了监督
管理消防设施外， 还应定
期举行消防演练， 培养保
安人员承担初起火灾的救
援任务； 社区也应该加大

沌阳站 84237630

汉南站18986174841

安全知识宣传力度， 杜绝
违反消防安全的行为发
生； 如果市民发现小区有
火灾隐患时， 也可以直接
向辖区派出所举报， 或者
拨 打 96119 火 灾 隐 患 举
报电话， 消防部门接到电
话后，会及时处理。
下一期消防专栏将继
续为您深度剖析这起火灾
暴露出的消防隐患。
张家湾站88100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