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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父亲带3岁半儿子骑行万里

从株洲出发，
计划行程3个月，
已骑行千余公里游览多地；
父亲：
想让孩子体验世界的精彩
近年来，
家人一起骑行旅游的事情在社交平台上并不少见，
但在这些骑行队伍中，
株洲的罗新华与儿子高高（化名）是与众不同的一队——高高今年只有3岁半。
曾经在路上高高想吃辣椒，
但一时半会找不到饭店，
父子两人只能用电饭煲煲汤
喝；
途中自行车爆胎，
父子走了几公里换胎；
途中遇上大雨，
高高感冒发烧……回忆起这
大半个月的旅途，
罗新华感慨良多，
虽然有不少的
“囧遇”
，
但更多的是别样的风景。

本报记者陈诗娴
实习生王开慧 邓宁龙 长沙报道
“爸爸，我们下一站去哪儿？”每天，高高都
会向爸爸罗新华提问，年仅 3 岁半的他，已经是
一名小小的“行者”。今年 10 月 2 日，罗新华骑

着自行车带着儿子从株洲出发，决定用 3 个月
的时间，以骑行的方式游览祖国大好河山，直
至最终目的地海南。截至目前，父子俩的行程
已达 1100 多公里。
罗新华告诉记者，自己想给孩子留下一个
不一样的童年回忆。

除了别样风景也有各种
“囧遇”

“改良版”
骑行车载着儿子上路
近日，
株洲的一对父子在网上很火，
父亲罗
新华是一名资深骑行者，
从 10 月 2 日开始，
他决
定带着儿子高高骑行万里。每天，罗新华都会
把途中的经历，
通过短视频记录并发布出来。
年仅 3 岁半的高高如何完成这个目标？罗
新华为此改良了工具，一台专业的骑行自行
车，车后是一个小拖车，有些类似婴儿推车，当
罗新华骑行时，
高高就坐在小拖车里。
“车上有一些换洗衣服和急救药品。”罗新

在途中，高高经常会看到以前从未见过
的风景。罗新华介绍，一次父子俩骑行到了
益阳，在一乡道上，远远地看到黑压压的一片
东西慢慢靠近，听到“咩咩”的声音，高高在小
拖车中兴奋喊道：
“爸爸，快看，黑黑的是什么
啊？”看到儿子如此激动，罗新华将车停在路
边，给高高介绍羊群。罗新华发现，短短 20
多天，曾经在家喜欢睡懒觉的高高，现在基本
闹钟一响，就自己起床，跟罗新华一起收行
李，
完成洗漱。
骑行路上，除了别样的风景，也有各种
“囧遇”。刚开始的几天，高高没适应骑行的

华告诉记者，虽然背后挂着一台小拖车，但对
他骑行的影响不大，父子俩骑行首选乡道、县
道，因为车少安全。一般上午 9 时出发，一天骑
6 个小时左右，每骑一两个小时，就停下休息一
会儿。罗新华告诉记者，一路上，他经常会为
儿子改变路线，
旅程中的一切都是随性而为。
罗新华介绍，自行车上除了行李，还挂着
禁毒宣传语，
“ 一路上也顺带宣传一下禁毒知
识，做点公益”。

已到过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
踏上带儿子骑行的万
里征程。”10 月 2 日，罗新华发布了一条朋友圈，
宣布自己带着儿子踏上骑行之路。这次行动不
是罗新华的突发奇想，
他为此准备了很久。
3 岁半的高高，一直在家人的呵护中长大，
罗新华认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孩子年龄
小，对世界充满好奇，不如趁此机会带孩子户
外骑行，
让孩子体验世界的精彩纷呈。
“一可以培养孩子独立自主能力，二有助

10 月 3
日，3 岁半的
高高（化名）
在父亲改良
骑行自行车后
的小拖车内。
图/受访者
提供

于增进父子感情。”罗新华告诉记者，自己在株
洲经营着一家药房，前些年忙于工作，陪伴孩
子的时间并不多，带孩子骑行的想法浮现后，
罗新华跟家人商量此事，
妻子欣然答应。
带着孩子骑行，罗新华有底气，因为他是
一名资深骑行者。这次骑行前，他做好了充足
的准备，在制订骑行计划时，罗新华避开了一
些地势陡峭的山区，目前父子俩已经途经湖
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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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还曾发生过尿裤子的情况；在路上孩子
想吃辣椒，但一时半会找不到饭店，父子两人
也只能用电饭煲煲汤喝；还有一次，途中自行
车爆胎，父子走了几公里换胎；途中还遇上大
雨，导致高高感冒发烧……“不可能一路顺
风，要和孩子逆风前行。
”罗新华说。
对于罗新华的举动，网上有人支持，也有
不一样的声音，还有人将罗新华比喻成“虎
爸”。对此，罗新华认为，户外骑行的过程，是
一次很好的生活体验，在骑行的途中遇到新
鲜事物，让孩子学会感知世界，也能和课堂发
挥一样的效果。

异议

“孩子这么小行万里路值得吗？
”
罗新华带儿万里行的“虎爸行动”也引起
了网友热议。有网友对罗新华的虎爸行动点
赞，
也有网友对此表示不赞同。
网友“甜蜜饯啊”对此有不同观点：
“懵懵
懂懂的年纪去行万里路真的意义不大，孩子
实在太小了，没有伙伴，日日奔波在路上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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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太好，希望罗爸爸能再考虑一下。”
长沙的刘先生认为：
“一般来说孩子 5 岁
之前是没有完整记忆的，对于事物的判断和
决策也几乎是没有的，带孩子骑行中国的这
个计划，是否是真的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进行
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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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坐上去不再是
“冷板凳”
本报长沙讯 气温渐寒，从呼啸的寒风中踏
上公交，
“冷板凳”让乘客些许犹豫……为了不让
乘客坐“冷板凳”，长沙一辆 116 路公交车司机自
费买了坐垫，
让乘客暖身又暖心。
10 月 25 日，记者来到 116 路公交车的首末站
新联路公交站，
踏上公交车，
车内 28 个座位都铺着
蓝色坐垫，
车厢里还挂着装有故事书的收纳袋，
驾
驶座后有一个急救箱，
急救箱中放着常用药品。
经了解，公交车上的坐垫和药箱都是 116 路
公交车司机钟稳固自费买的。10 月中下旬，长沙
气温下降，公交车座椅变得冰冷，
“有时候看到坐
下的老人冷一激灵。”钟稳固说，担心乘客坐车感
觉座椅冰冷，
他从网上买来坐垫铺上。
早在今年 8 月，钟稳固就有买坐垫的想法
了。8 月的一天上午，公交车即将到终点站时，钟
稳固突然听到车厢里传来呼叫声，停车查看发现
是一位乘客腿脚突然不能动了。钟稳固将乘客送
往医院，
经检查，
医生诊断乘客是因缺钙又久坐冷
硬板凳，才导致腿脚抽筋。钟稳固由此萌生买坐
垫铺在座椅上，
为乘客打造柔软暖心座位的想法。
最近天气渐凉，钟稳固花 300 多元买了 30 多
个暖心坐垫，车上座位只有 28 个，他多买了几个
放在车上备用。
“ 坐 垫 让 人 觉 得 很 暖 心 ，再 也 不 是 冷 板 凳
了。”经常乘坐 116 路公交车的吴爹爹说。只要平
时不着急，吴爹爹都会乘坐钟稳固的 116 路公交
车回家，
有时还会跟钟稳固话家常。
“车内干净，
还
有故事书等可以打发时间，路途都变短了。”乘客
刘先生说。 记者陈诗娴 实习生王开慧 邓宁龙

万家丽高架桥下小车起火已扑灭
本报长沙讯 10 月 25 日晚 8 时许，有市民称
在长沙芙蓉区荷花路口附近路段，南往北方向有
车起火，其间伴有间歇性爆燃声。
晚间，潇湘晨报记者联系上一名附近居民，
她介绍，事发前自己在屋内闻到了类似煤气或者
塑胶烧起来的味道。
“本以为是自家厨房烧了，结
果看到楼下有烟雾。”据悉，起火汽车停放于万家
丽高架桥下，有市民称因一辆小车起火引燃了周
边的车，导致多车燃烧。事发后，五里牌、高桥消
防站于 25 日晚 8 时 31 分许出动 4 台消防车，28 名
消防员到场处置。
目击者介绍，现场明显受损的共有 4 台车，根
据目测其中 3 台车受损较严重。起火原因还需进
一步调查。
截至发稿前，火势已经扑灭，暂未接到人员
伤亡信息。
记者骆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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