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3日10点18分
市民刘女士来电：

昨天下午我开车经过南通大
饭店附近时，手机微信提示音响
了，因为最近工作上的事情比较
多，我就顺手点开手机微信看了一
眼，没想到放完手机抬头的那一瞬
间差点把魂给吓掉了。当时我的
车子距离前面那辆车可能只有十
几厘米了，要是再晚抬头几秒又或
是那辆车减速，我肯定就直接追尾
了，现在想想还是蛮后怕的。

85110110新闻热线
记者俞慧娟

刘女士是一名销售人员，那
天她开车去另外一家公司办事，

因为之前工作上还有一些扫尾的事
情没干完，所以心思也有点重。“当
时听到微信提示音后，就立刻想要
打开微信看看是不是工作上又有啥
新的指示。没想到差点发生追尾事
故，吓得我心怦怦直跳，后来开车还
有点紧张。”

当晚回家后，刘女士把事情的
经过告诉了母亲，然后被狠狠批评
了一通。“我妈说你开车怎么能看手
机呢，说了多少次就是不听，别说开
车了，就是等红灯的时候也别看手
机，万一出了事情后悔都来不及
了。”而经过此事后，刘女士也决定
改掉这种陋习。“我以前逛商场的时
候也喜欢看手机，现在想想其实很
危险。在这也提醒喜欢玩手机的市
民，千万别再做‘低头族’了。”

05 南通新闻/悦读 编辑：徐干 组版：王明华 校对：李婧

扫描二维码
上传我新闻

■

2020年10月24日 星期六

满意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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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晚上，启东市自行车协会
的一帮老哥们聚集在一起，为参加
深圳市第二届“毅行1200”成功完
成赛事的“老黄”摆酒庆功。“毅行
1200”被称为国内最艰苦的长距离
自行车赛事，完成这一壮举的不是
年轻后生，而是启东市一名64岁的
退休医务工作者。

“老黄”大名黄锡兵，在启东自
行车爱好者群体中是一个响当当的
人物。他退休前是启东市人民医
院的一名医务工作者。2013年 7
月，他在单位组织的一次职工体检
中，被查出脂肪肝、肾结石等。拿
到体检报告后，黄锡兵下定决心，
一定要加强体育运动锻炼身体。
看着家中一辆闲置的山地车，经过
一番考虑，老黄决定投入到自行车
运动中去。

说干就干，第二天一大早，黄锡
兵就推着山地车出了门，开始了他
的骑行之路。刚开始，他骑行10多
公里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慢慢地
一天能骑五六十公里，到现在一天
能骑300公里，腿上也练出了肌肉，
不仅“骑走”了脂肪肝和肾结石，连
感冒都很少有。

2014年 9月，经朋友介绍，老
黄加入了追风汗马单车俱乐部。在
众多骑友的陪伴下，老黄逐步增加
骑行长度，加快骑行速度。川藏公
路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最美丽的
公路，也是众多骑行爱好者挑战自
我的路段。2014年4月底，老黄与
启东其余6名骑友一道成功挑战了
川藏公路骑行。那次骑行历时20
多天，全程2250多公里，均为高原

地区，最高海拔5000米，昼夜温差
在20℃以上。“只要坚持，就可以看
到最美的风景，感受到最难忘的风
土人情。”这是黄锡兵川藏公路骑行
的最大收获。

“毅行1200”每四年举办一届，
活动规定1200公里（距离里程正负
5%）的挑战时间为90小时，今年第
二届“毅行1200”在深圳举行，主题
是“红色记忆-骑到井冈山”。通过
耐力骑行的方式，各地骑友相会井
冈山，学习感受红军传统和井冈山
精神。

第二届“毅行 1200”10 月 3
日~7日开赛，线路为深圳市坪山
区-江西井冈山风景区-深圳市坪
山区。“毅行1200”之所以被称为国
内最艰苦的长距离自行车赛事，是
因为一来不间断骑行，途中设5个
打卡点，挑战者必须在规定的开关
门时间到达相应的签到点签到；二
来途中无后勤、补给，全程食宿自
理，发生状况须自行解决；三来路况
差，井冈山山地多，挑战线路的实际
累积爬升达到9800米。

按照组委会规定，选手报名年
龄为年满18周岁至60周岁，超龄
的黄锡兵最终报上了名，但必须有
法定监护人同意并一起签署免责声
明。9月14日，黄锡兵带着家属的
签名从启东出发。

与其他选手不同，黄锡兵前往
深圳的交通工具还是他的自行车。
深知“毅行1200”的艰苦，尽管这些
年每年坚持长距离骑行，还参加了
武汉、上海600等赛事，但这次老黄
心里也没底，他决定从启东骑行到

井冈山，然后沿比赛线路骑行到深
圳。除了欣赏沿途风光，更主要的
原因，摸摸底，熟悉一下线路。

10月3日清晨6时，在深圳市
坪山区东江纵队纪念馆前，180多
名选手整装出发，开始了艰苦的比
赛。老黄并不孤单，在参加比赛的
选手中，也有不少超过60岁的选
手，年龄最大的已经70岁。

比赛是残酷的，井冈山是“中国
革命的摇篮”，地处赣湘两省交界的
罗霄山脉中段，其中爬坡路段很多，
特别消耗体力，长时间不间断骑行，
老黄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骑行到
井冈山地段，本来连续阴雨的天突
然放晴，气温明显升高，老黄携带的
水已经喝光，此时离打卡点还有6
公里，正在奋力爬坡的他已经筋疲
力尽，老黄回忆说：“感觉吃不消了，
当时一刹那想过放弃。”

由于是不间断骑行，除了在井
冈山折返点找了个旅馆休息了5小
时，老黄全程都在车上，实在太困
了，他就在路边停下，靠着树眯一
下，一般不超过15分钟；山中的晚
上冷，又饥又饿，为了解困，老黄就
泡上随身携带的浓咖啡，喝几口，暖
和身子又提神。

第二届“毅行1200”全程1257
公里不间断骑行，只有70名选手
完成比赛，老黄用时86小时36分
完赛，成绩为第26名，成为本届赛
事唯一完成比赛的 60 岁以上选
手。更让人佩服的是，在深圳休整
2天后，老黄又骑车返还家乡启东，
参加这次比赛，他全程骑行超过
5000公里。 本报记者黄海

六旬老人成功挑战“毅行1200”
成为本届赛事唯一完成比赛的60岁以上选手

晚报讯 昨天7时，我们迎来了
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8个节气：霜
降。此时节早晚天气较冷，昼夜温
差大，秋燥明显，冷空气南下会越来
越频繁。这几天南通早晚的天气也
印证了这一点，只穿一件单衣肯定
是没法御寒了。

据市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资料
显示，这两天就将有一股冷空气到
来。受冷空气影响，这个周末我市
最低气温将下降至个位数，预计在

8℃上下。虽然早晚温度偏低，但
好在未来几天我市都将以晴好天气
为主，白天在阳光的加持下，气温回
升还是会蛮明显的。眼下正值秋收
大忙时节，广大农民朋友可以趁着
这几日的好天气，抓紧收割晾晒，做
到颗粒归仓。

虽说是霜降节气，但并不是说
进入这个节气就会“降霜”，而是霜
降后的天气将逐步向冬天靠近，尤
其是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在这也

提醒广大市民，适时增加衣物，注意
防寒保暖，老人孩子尤其要注意下
肢、腹部、足部保暖，年轻人也不要
再露脚踝和膝盖了。

【今明后三天天气预报】24日：
晴到多云，东北到东风3-4级，气温
8℃～18℃；25日：晴到多云，东南风
3-4级，气温8℃～20℃；26日：晴到
多云，东南风 3-4 级，气温 10℃～
21℃。 记者俞慧娟

（合作单位：南通市气象局）

秋风萧瑟天气凉 草木摇落露为霜

周末天气晴好 昼夜温差拉大

开车看了眼微信
差点和前车追尾

23日下午，崇川区环卫处一辆雾炮抑尘车行进在市区主干道进行路
面喷雾作业，遏制扬尘污染，改善城市空气质量。雾炮抑尘车作业时，弧
形水雾下方瞬间形成一道美丽的彩虹。 记者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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