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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人物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帅婷婷）11月
12日，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宣布：截至
11月11日23点59分，双十一期间，苏宁
易 购 全 渠 道 销 售 订 单 量 同 比 增 长
132%。其中，零售云门店达到1666家，
销售同比增长3308%；苏宁易购直营店
达2400家，销售增幅达84%；苏宁小店
订单量环比日常暴增10倍；苏宁拼购订
单突破8000万单。

品类方面，家电整体销售额增长

107%；大快消买家数突破4000万，增长
超过400%，订单数暴增超过500%。增
长最快的要数苏宁拼购，双十一期间订
单数突破8000万单，较去年同期增长10
倍以上。

双十一期间，苏宁易购门店超过
5000万人次进店购物，苏宁小店为500
万人提供邻里服务，苏宁酒店为超过10
万人次提供服务，苏宁影城超过20万人
进入影城看电影，苏宁广场为1500万人

次提供购物。
苏宁物流数据显示，11月11日，小件

包裹用时不到7小时，大件商品不到6小
时，仓库拣选作业量就超过去年双十一全
天拣选作业量。

此外，全球5个研发基地、10大核心
数据中心、4000+系统以及10000+名 IT
人员为全民嘉年华保驾护航，为超过2亿
消费者提供了“吃喝玩乐购衣食住行”的
全方位苏宁服务。

重庆晚报讯 （通讯员 康思嘉）璧山区丁家街道妇
联积极响应璧山区生态文明传播的号召，11月14日，组
织一批巾帼志愿队开展了“绿色环保小课堂”生态文明传
播的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了100余名丁家中学的学生参与，在
丁家街道南华广场举办。在活动现场，为大家讲解了环
保小知识，号召大家投身到绿色环保的队伍中来。本次
活动共发放环保宣传资料1000余份，也吸引了不少过往
群众倾听，动员了广大社会力量加入到生态文明传播与
建设的队伍中。

双十一苏宁全渠道订单量同比增长132% 璧山区丁家街道妇联
开展绿色环保小课堂活动

谢厚国说，这一路的收获，除了欣赏到了美景、圆了自
己的梦想以外，最宝贵的就是收到了许多陌生人的好心。

谢厚国说，她随身带着自己设计的宣传奥运的横
幅，用英语加翻译软件与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很多人就
自然与她亲近并对她表示友好。比如有的外国友人
愿意自发做她的向导，带她游历当地景观，还有
当她丢失东西后，有的外国友人领着她去重新
购买物品等。

最让谢厚国感动的是在丹麦遇到好心人
夏女士。当天谢厚国买完机票和火车票，导
致银行卡当天支付额度到达上限，没办法入
住旅馆。她就在火车站旁的一家中国餐
厅找到老板娘夏女士，想通过她兑换欧
元。老家在福建的夏女士知道了谢厚
国的故事后，不仅请她饱餐一顿，当晚
还邀请谢厚国去她家里住了一晚上，

“我身上这件格子外套，也是她送给
我的，我现在也经常穿着它，觉
得特别温暖。”

“我的家人虽然担心
我，但是也知道我实现梦
想的决心。”谢厚国说，自
己只想告诉那些有梦想
的人，像自己这样的残
疾老太太都能自学英
文、独自去国外骑行，
世上没有什么事是不
能通过自己努力去完
成的，“下一次，我还
要继续出行。”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范圣卿/
文 受访者供图

钢筋老太
骑行41个国家
收获一路温暖

非遗传人
摔碎数百盘子
练就独门绝技

两个多月前，谢厚国骑行欧洲、非洲的41
个国家后回渝。她此次骑行历时102天，经历
了与同伴分道扬镳、丢失行李、找不到住处等
困难，但最后，她都一一克服，“尽管历经磨
难，但我仍觉得这次骑行之旅是美好的。”

身高1.58米的七旬老人谢厚国，体
重不到50公斤，因为骑行途中7次遭遇
车祸受伤，盆腔骨内植入一根30多厘
米长钢筋，被大家称为“钢筋老太”。
她当过北京奥运火炬手、重庆市汶川
地震优秀志愿者，入选过感动中国
2010评选人物，获得过全国骑行
之星、海峡两岸形象大使、重庆
十佳精彩女性等称号。

昨日，谢厚国向慢 新
闻－重庆晚报记者（慢 新
闻 爆 料 热 线 ：966988；邮
箱 ：3159339320@qq.com）
分享、总结了她的异国独
行秘籍。

下载中英文翻译软件

昨日，记者在万象城见到谢厚国，她穿着一件格子外套。提起
这次骑行，她立刻精神十足，“这次我出行的目的，是为了庆贺北京
奥运会10周年，宣传奥运精神。”谢厚国说，距离上次异国骑行，已
经过去两年多，身体状况也不如前。但她认为，只要提前做好攻
略，保持信念，自己可以完成挑战，“我的行囊里，除了衣物以外，最
多的就是药品和膏药贴。”

5月22日，谢厚国从中国飞往比利时，开始这次骑行之旅。她
说，在去之前，她通过手机自学和请教别人两种方式，学习了很多
英语的日常口语，比如问路、餐厅、厕所、求帮忙拍照及感谢别人等
用语。此外，她的手机也下载了中英文翻译APP，“说不清楚的，
就打字转换好给他们看。”

此外，谢厚国还提前在国内购买一张中英双语版的世界地图，
“这样既方便自己辨认，也便于问路请教。”谢厚国还说，对于独行
者来说，指南针、手表、睡袋都是必不可少的。

同伴半路分道扬镳

从5月22日到8月30日，谢厚国先后行经了冰岛、挪威、瑞
典、芬兰、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41个国家，平时骑车代步，在需
要乘飞机或海船的时候，她就将自己的最佳搭档自行车托运。

谢厚国说，这漫长的一路上，挫折和困难几乎每日都在发生。
比如自己原本有个同伴，是来自河南开封的孙女士，二人组团一个
月后，就因为谢厚国提醒别在公共洗手池洗脚而发生激烈争执，最
终分道扬镳。“有同伴不仅可以互相照应，看行李等，还可以AA住
宿用餐。”谢厚国说，接下来独行的两个月，她也没有因此消沉，只
是鼓励着自己坚强，一切都要靠自己。

此外，谢厚国还经历了将行李绑在自行车上，结果行李丢失大
半的郁闷事。还有翻译软件翻错意思，自己走了半天错路的囧事
等，“丢了东西，就去找人问重新购买，走错了路，就回头重新走
……因为出门在外，太容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如果纠结其中，很
容易心态垮掉，那人就垮了。”

有梦想就要去实现

黄代红自嘲地说，她是一个吃错
了药生错了病的人，酷爱有些冷门的
四川盘子，也酷爱合唱。为了这些爱
好，她投入时间、精力、金钱，尤其四川
盘子，因为面临着传承危机，她很是上
心。黄代红是大渡口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四川盘子的区级传承人，这些日子，
她又在忙着排练，也在忙着思索，如何
更好地传承这门艺术。“喜欢艺术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坚持起来很心
酸。”昨日，重庆晚报记者见到黄代红，
听她讲述她与四川盘子的渊源。

主演受伤她当替补

提到四川盘子，很多人会问四川盘子
是什么。记住，它不是吃饭的盘子，而是四
川的一个曲艺种类，以两支竹筷敲击瓷盘
而得名。在表演演唱时无伴奏，主要是自
敲瓷盘，所唱曲调多为民间小曲，也吸收了
部分四川清音的曲牌。曲目都是短段，有
讲唱故事，也有抒情小段。

“我与四川盘子结缘，也算是机缘巧
合。”今年62岁的黄代红，家住大渡口区
春晖路街道锦愉社区，退休前是一名医
生。2014年，她开始接触四川盘子。“当
时有一场四川盘子的表演，节目是《接

妈》，结果那个主演受伤，需要有人替
补。”黄代红回忆，当时管这个节目排练
的是重庆工人话剧团的团长，无意间看
到了她，觉得她不管长相、气质都很符合
这个角色，于是便找到她，邀请她来担任
这个角色。

“我之前对四川盘子不是很了解，当时
听了介绍后，觉得很有意思，便决定接下这
个角色。不过当时我压力很大，因为3个
月后就要上台表演，要是没练好，可能就要
出洋相。”黄代红说，还好她身上有股执着
劲儿，压力越大，越有动力。

盘子都摔烂几百个

自那以后，为了这场表演，黄代红开始
学习四川盘子。“学习的时候，我虽然没什
么基础，好在我从小到大喜欢唱歌、朗诵、
主持。以前在学校我是报幕员，经常还会
去主持节目。我并不担心说唱部分，而是
担心敲击盘子这部分。”

“第一次看到我的师父表演四川盘子
时，可以说是很震惊。一只盘子，在她手里，
能敲出各种各样的节奏，通过敲盘心、盘边
等不同部位，还能敲出不同的旋律。她的手
就像是装了翅膀，感觉一直在我面前飞。”黄
代红回忆，当时和这门艺术真的是一见如
故，随后，便投入到紧锣密鼓的学习中。

“那段时间，我每天6点钟起床，然后
就到公园练习。刚开始敲得不好，公园里
很多人都会对我投来异样的眼光。但我并
不介意，每天练到8点钟，有时候还会更
长。”黄代红表示，那时正值冬天，不仅仅是
很冷，练习久了手还会抽筋，肌肉也会痛。

有时候练完回家吃饭，拿筷子手都会一直
抖。“除了早上，在其他空闲时间也会练。
经常出门就把盘子放在车里，一有时间我
就拿出盘子来练，当时身边的人都觉得我
着了魔。”

“开始练的时候，因为不熟悉，盘子都
摔烂了几百个。”每次摔烂盘子，她就要重
新再去买。久而久之，她发现选盘子也是
一门技术活。

“有些盘子敲出来的声音太过沉闷，效
果不好，必须选那种敲击声很清脆的盘
子。超市里卖的盘子，都不太符合标准。
于是我会专门去一些厂里定制盘子。而定
制的盘子也不是都能用，有时候一摞盘子
里只能选出一两个。用我师父的话来说，
选盘子也是要看缘分。”黄代红说，之所以
这么苛刻要求自己，也是因为和她搭档的
都是专业级演员，自己一定要努力向他们
看齐。

既当演员又当司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黄代红表演的《接妈》，
获得一致好评。不过，表演结束了，她对四川
盘子的喜欢还没有结束。“其实四川盘子真的
有些冷门，知道的人少，看的人似乎也不多。
但这门艺术很接地气，演唱的内容都跟生活
息息相关。”黄代红说，为了扩大四川盘子的
影响，她决定组建团队，自费请他们排练，然
后在社区、学校等地方公益表演。

“我前前后后大概投入了五六万，包括
买道具、找场地、找摄影师为我们录制、刻
盘等。”黄代红告诉记者，由于团里的成员
都是些老年人，且都不住在一个区，她为了
组织大家排练，经常会开着车各个地方接

人，排练完再将他们送回去。
“我是表演者，也是司机。”黄代红笑着

说，因为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所以乐此不
疲。“我最高兴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来看我
们表演。就算人少，我们也会认真地表演。”

因着对四川盘子的酷爱和投入，2015
年，黄代红成为大渡口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川盘子的区级传承人。正因为当了传承
人，她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四川盘子的
传承很困难，大渡口区传承人就我一个，整
个重庆市也不多。我只能通过表演，让更
多人知道这门艺术。我们也会在表演时不
断创新，吸引年轻人的注意。”

追求艺术收获快乐

除 了 四 川 盘
子，黄代红还组建
合唱团。“我们合唱
团共有40多人，是

在2008年的时候组建的，里面都是些合唱
艺术爱好者，包括教师、医生、护士、下岗职
工、退休人员等，平均年龄在53岁左右。”
黄代红说，对艺术的追求，不分年龄、职业，
她花了很多精力来做这些事，做的过程让
她收获了快乐。“我的家人还是比较支持
我，尤其我女儿，她本身是学传媒的，很开
明，经常会帮我们联系摄影师来记录团队
的成长。”

“黄孃孃其实挺忙的，她退休后开了家

养老院忙里忙外后，还要忙排练、表演。她
的确是在不求回报地爱艺术，爱四川盘
子。”锦愉社区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翻开黄
代红的朋友圈，看了后会给人一种积极向
上的感觉。她对待四川盘子和合唱团的态
度，也就是她对待生活的态度。

“她很负责任，尤其在入选区级传承人
以后，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财力，且经常在
社区公益表演。有时候她也会带领团队在
养老院表演，为老人们带去欢乐。”工作人
员说，她做的事，大家都看在眼里。现在，
社区里知道四川盘子的人越来越多，看表
演的人也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想学习这门
艺术。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
者 王薇 文/图（部
分为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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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厚国出行装备

▲谢厚国讲述这件格子外套的温暖故事

▲生活中的黄代红爱穿旗袍

▶黄代红（图左）在
台上表演四川盘子

▶黄代红组建的
合唱团在表演

▲谢厚国在旅社自制晚餐

▲谢厚国与
世界各地友
人合影

▶黄代红的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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