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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累得不亚于踢半场足球”

“发起这项挑战，也是一时兴起，说做就去做
了。”葛旭桓说，上周三，他和大勋突然聊到新开通
的轨道5、10号线，“我住大坪，以前上班每天换乘
1、6号线。如今开车上下班，坐轨交少一些，最近
5、10号线开通，我俩都没坐过，想去尝尝鲜”。

王忠勋说：“我们当即决定进行一项挑战，在规
定时间内坐遍重庆所有轨道线。”两人一拍即合，决
定在两小时内完成挑战，每条线至少坐一站。

为什么设置两小时以内？葛旭桓解释，按照
《重庆市轨道交通乘坐规则》规定，单程车票每次乘
车时限为3小时，超时需补交车费。“时间太长就没
挑战性了，时间太短又可能完成不了，沿途美景也
欣赏不了。”

接下来，两人琢磨哪个站换乘最方便、扶梯离
哪个车门最近。“最初打算把大学城站作为始发地，
但发现浪费时间。之后又改在园博园站，但发现太
耗时。”王忠勋说，思来想去还是从工作地方出发最

好，首站定在6号线江北城站。
11日中午12时19分，在同事小李见证下，他

们从6号线江北城站出发，经红土地站换乘10号线
到重庆北站北广场，再原路返回红土地，换乘6号
线到大龙山站，再换乘5号线到达冉家坝，换乘6号
线到红旗河沟，再换乘3号线到两路口，乘坐1号线
到大坪，再换乘2号线到较场口，换乘1号线到小什
字，再返回江北城站——先后经过6、10、5、3、1、2
号线，全程8个换乘站，9次换乘，共乘坐31个站，
两次跨越嘉陵江。“整个挑战下来，累得不亚于踢半
场足球。”葛旭桓说。

“每经过一条轨道线自拍一张”

“每经过一条轨道线，我们都要在站内举起时
间牌自拍一张，并记录下站点。”王忠勋说。

他们12时19分从江北城站坐6号线出发，12
时27分到达红土地站，12时34分达到10号线重
庆北站北广场站，12时58分达到5号线大龙山站，
13时12分到达3号线红旗河沟站，13时25分到达

1号线两路口站，13分33分
到达2号线大坪站。“等我们
到了6号线小什字站，时间
也到了14时11分，离挑战
结束只剩8分钟，还有两站
没完成，心里紧张极了……”
葛旭桓说。

最终，在与时间的赛跑
中，两人笑到最后。14 时
18 分，他们回到始发地江
北城站，早已大汗淋漓。
此时，离挑战结束还剩最
后1分钟。

“重庆轨道交通比
以往方便多了”

虽然事先以为自己准备
充分，但行进中才发现准备
并不充分。葛旭桓说：“原计
划经10号线重庆北站南广
场换乘3号线到红旗河沟，

但到了之后发现站点暂未开通，不得不急忙调整线
路，在重庆北站北广场下车原路返回，耽误8至10
分钟。”

葛旭桓表示，如果从牛角沱换乘2号线到大
坪，再坐1号线，至少剩下15分钟，但一想到2号
线沿途江景和网红李子坝站，临时决定在两路口
下车，在大坪坐2号线到较场口，欣赏沿线江边
美景。

换乘是件麻烦事。“红土地站换乘一次要爬
三四个扶梯，还有较场口2号线换1号线，相隔几
百米，全程一路狂奔，不敢歇息一秒。”王忠勋说，
他有腰伤，只能咬牙坚持，好在有惊无险完成了
任务。

“通过这次挑战，我们明显发现，重庆轨道交通
比以往方便多了。”王忠勋说，完成任务打卡出站那
一刻，就像卸下重重包袱一样，“有些事不去挑战真
不知自己极限有多大”。他表示，未来计划用一天
时间体验重庆水陆交通工具，包括公交、轨道交通、
索道、扶梯、游船等。

重庆心理学专家黄鑫表示，类似挑战在重庆尚
属首例。这种行为是一种自我挑战的体现，生活
中也需要这种向上的挑战精神，但是，在轨道线上
进行这种挑战一定要注意安全，除了自身安全，还
不能打扰其他乘客，更不能为了赶时间造
成拥挤推搡。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郎建荣/文

“你怎么了？”一位女生走过来，弯腰问。
“头晕，想休息一会。”小张回答。
女生从包里掏出一包饼干：“你拿着吃吧。”
小张推脱不要，但女生说没关系，让他拿着。
头晕得厉害，小张记不得女生什么时候离开

的，也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对女生道谢。
接着，一只手递过来一瓶水，塞进小张怀里。

他说，晕得抬不起头，连送水的好心人的脸都没看
清。不过，从手形看，应该是位小伙子。

吃了饼干，喝了点水，小张稍微有了些力气，转
头看，公交车站背后，有个包子铺。天冷，他想去包子
铺再坐一会儿。起身走向包子铺，身子突然变沉了，
脚下像踩着棉花，晃悠悠地。包子铺门口有两步梯
坎，他想迈过去，但身子不听使唤，眼看就要倒下……

包子铺张老板和妻子，一年前从福建来到重
庆，在这里开了家店。老板娘用普通话告诉慢新
闻-重庆晚报记者：下午7时左右，她正在蒸笼前忙
碌，突然看见一个身高1.7米、身形瘦弱的小伙颤
颤巍巍走过来。“小伙子脸色白得吓人，还在出汗。”
她赶忙出来搀扶，但是，没扶住，小伙倒在了地上。

大约过了半分钟，小张恢复了意识。老板娘叫
来了丈夫，把小张扶到店内椅子上坐下。还好，小

张只有脚背磕到梯坎擦破了皮。接着，热腾腾的馒
头和热稀饭出现在小张面前。“小伙子，先吃点东西，
吃了去医院检查一下。”老板娘关切地对小张说。

吃了馒头和稀饭，小张能正常走路了。他打算
付账，可老板娘和老板怎么也不肯收钱。

告别包子铺，小张来到就近的重医附一院，检
查结果一切正常。

小张说，当天早上买了豆浆、油条吃，吃之后就
感觉身体不太舒服，中午也没吃饭。医生推断，应
该是感冒吃油腻食物加上低血糖引起，没给他开
药，叫他好好调养。

“我平时饮食不太规律，晕倒的确有这方面原
因，希望据此提醒大家，养成良好生活饮食习惯。”
小张说，还有一点，要感谢那些在自己头晕时提供
帮助的好心人。

重庆第三人民医院高级营养师刘莉提醒，为避免
出现低血糖症状，饮食要注意三餐均衡，按时、按点就
餐。因为工作原因耽搁，可以随身带点巧克力、糕点
等，就着开水、矿泉水吃，及时补充能量。如果出现头
晕眼花等低血糖症状，立即服用葡萄糖水。低血糖患
者可以随身揣两三颗水果糖，身体出现不适立即服用。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朱婷/文图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一辆渝C牌照白色
越野车停在小区102通道出口处，车中无人。

李某称，车主是一名30多岁女子，11日下午
2时多驾车驶出。按规定，当值保安人员要她交
18元临时停车费。女子不肯交费，先在车内玩了
一会手机，然后下车锁门，径直离开，对保安叫她
挪车的要求充耳不闻。车库出口受阻，当值保安
不得不开放车库入口，让正常交费的车辆从入口
驶出小区。当晚11时许，另一辆渝C牌照白色越
野车女车主又因为拒交停车费，用车堵住102通
道入口，下车径直离开。这样一来，两车将102进
出通道完全堵死。12日下午2时，堵住入口的车
主交清费用，驾车离开，而堵住出口的车主一直不

现身。
李某称，美天公园王府车库有两个出口，一个

是102通道出口，也就是被两辆越野车堵住的出
口，是小区主要出口。另一个是105通道出口，因
为比较偏，日常通行车辆很少。从11日下午到
12日下午，由于102通道完全堵死，按照平时通
行量，至少500辆车次受到影响。特别是12日早
上，至少200辆车无法正常出入车库，有业主向物
管提出索赔请求。

民警找到车主姓名和手机号码得知，对方名
叫于芳（化名），并与其取得联系，要她返回现场将
车驶离，消除对交通的阻碍及对其他业主正常生
活秩序的影响。但是，于芳先后以人不在附近、喝

了酒不能开车等理由搪塞，拒不现身。
多次交涉未果，民警果断采取措施，将于芳依

法传唤到派出所调查处理。起初，她不仅不认为
自己的行为触犯法律，反而认为民警小题大做。

警方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
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
序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
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
罚款。据此，依法对于芳处以行政拘留5日。

经过民警教育，于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
己的行为悔恨不已。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杨华/文

一场说走就走的挑战赛
两个年轻人两小时坐遍6条轨道线

11日，有
乘客在轨道站
见到这样一
幕：两个年轻
小伙站在车站
指示标下，一
人手举着显示
着 时 间 的
ipad，另一人
拿出手机自
拍，然后迅速
赶往下一站
……原来，这
是他们在做一
个轨道挑战游
戏，从江北城
站出发，两小
时内坐遍重庆
6 条轨道线，
每条线至少坐
一站。

昨日，慢
新闻-重庆晚
报记者在江北
区江北嘴国金
中心采访了两
个年轻人。穿
大嘴猴外套、
戴白色口罩的
是葛旭桓，29
岁，1.75 米。
穿藏青色羽绒
服的是王忠
勋，32 岁，他
们在江北嘴一
家合资保险公
司上班。

1 月 15
日下午6时左
右，26岁小张
坐公交车下班
回家，在袁家
岗公交站下
车，突然一阵
猛烈眩晕，让
他连站立都有
些费劲儿，只
好一屁股坐在
公交车站凳子
上。

一根普普通通的织布针
现代织女让万元进口夹克完好如初

“前晚还
有湖北省随州
的客人加我微
信，说要把毛
衣寄过来织
补。”昨日，在
位于开州区
安康路上 20
多平方米的
“织补大王”
店，冉丽对慢
新闻-重庆晚
报记者说。

在 开 州
区，这家店很
有名气，来的
都是常客，也
有外省的通过
网络找到她，
更有人希望她
上门织补。旁
边开服装店的
老板说，冉丽
就像一名专治
疑难杂症的服
装科医生，织
补针就是她的
手术刀，价值
几千甚至上万
元的破损衣
服，经过她之
手都能变得完
好如初。

1 月 12
日 下午 3 时
许，江津区公
安局南城派出
所接到美天公
园王府保安部
门负责人李某
报警，有人用
车堵住车库一
天一夜 25 小
时，车辆无法
通行。

▲全程挑战行进线路图

▲12时19分，葛旭桓和同伴从江北城站出发开始挑战。 受访者供图

◀冉丽接待
客人

▲冉丽用的
织布针

▲于芳的车堵在右边出口处 警方供图▲袁家岗公交站台曾上演一幕幕暖心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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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在路边摆摊”

“我从小喜欢针线活。”冉丽说，“没有破衣服
就找一块旧布，在布上绣字母、绣汉字，在自己的
书包上绣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几个字。”

爱好变成生意，是在20多年前，28岁的她和
丈夫在湖北省武汉市卖醪糟。“一些贵重衣服被划
破后束之高阁或扔掉，我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为
了提高织补手艺，我在武汉拜了一位师傅，一边学
一边用，开了一家店，承接裁剪、缝制、熨烫、织补
等业务，赚的钱足够我个人的日常开销。”冉丽说。

1996年时，为了照顾儿子和老人，冉丽和丈
夫回到家乡开县（今开州）。“最开始我在路边摆
摊，丈夫觉得这样做丢脸，但我认为这是靠劳动赚
钱，没什么丢脸的。”她说，随着生意越来越好，她
租了门面，家人也来帮忙，丈夫负责干洗，儿子给
皮衣上色上油，儿媳负责电脑绣花。

“之前不会做，我专门到上海学习了一个月。”
儿媳王小莉对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说。

“这门技术不求大富大贵，但能保证一家人的

生活。”冉丽说。

“这些针我用了十来年”

采访冉丽过程中，她在织补一件毛料衣服，
本来一个拇指大小的洞，通过她的手，甚至看不
出织补痕迹。

“这件衣服做了一上午，织补加清洗收费90
元。”冉丽说，一天只能做两三件，遇上复杂的，可
能要好几天，收费也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冉丽手中的织布针很长很细，有的因为长久
使用而弯曲。“这些针我用了十来年，街上不好
买。”冉丽说，上世纪90年代学手艺时，这种针每
根要卖5元，“当时技术不好，曾经一下用断两根，
我既心痛又气愤”。

“当年从武汉带来的针不能再用了，重庆这边
也没看见有卖的，最后还是托朋友在武汉帮忙找，
找到后一下买了10包寄来。一包50根，足够我
这辈子用啦。”冉丽笑着说。

“我的技术值这个价”

早上9时开门，晚上10时30分关门，是

冉丽这个店的营业时间。采访中，店里来了不少
熟客，对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讲了一些往事。

一次，有客人拿着一件卡其色男式夹克来到
店里，千叮万嘱一定要做好。冉丽补好后收费几
十元，后来从客人口中得知，夹克是从日本进口，
花了5万多元。

还有一次，冉丽收到一件短袖T恤，烂了大大
小小十来个洞，本想劝客人不补了，可是客人执意
要补，因为衣服买成7000元。“那几天店里可热闹
了，旁边服装店的售货员都来看什么短袖卖7000
元。”冉丽笑着说，最后补好后，收费200元。

还有一件貂毛大衣，背后撕开一长条口子，花
了好几天时间才补好，收费600元，有人觉得价格
贵。“我的技术和所花的时间，值这个价。”冉丽说。

桂女士从重庆回到开州，带来
一件羽绒服，被烟头烫了一个洞。
桂女士说，以前找人补过，
把一块图案补在破损处，
但大家都觉得不好看，这次
想让冉丽在破损处绣一朵
花。“我以前住开州时，干洗、裁
剪、织补都拿到这里来，做得很不
错。”桂女士说。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柳青 钱波 通讯员
熊瑛 文/图

一群完全陌生的好心人
接力帮助突发疾病小伙子化险为夷2

3

一个蛮不讲理的女司机
为省18元停车费堵车库出口25小时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