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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14城市今明两天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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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他自制手推车后从吉林徒步去
三亚。出发前体重260斤，目前降到220斤。看
他独自走天涯很孤单，有人送给他一条小狗。
这样一来，他每天早出晚歇，带着小狗走天涯。

昨日，记者见到这个小伙时，他正推着车子
行走在葫芦岛境内，车把上拴着一条小狗是他
的伙伴。车身印有宣传标语：“吉林市大口钦镇
徒步走第一人、吉林徒步海南三亚4800公里；海
峰带领你们看青山绿水、领略沿途美景”。

他叫金海峰，25岁，老家是吉林市龙潭区大
口钦镇，“我刚出生三个月爸妈就离了婚，初中
毕业后开始打工。从小我有个愿望，就是想自
己走一走，到外面去闯荡。”

去年3月，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决定徒步去
海南三亚。主意拿定，金海峰说服了母亲开始
着手准备。除了锻炼身体、增强体能外，他自制
了一个重约450斤的钢制手推车。一切准备就
绪后，今年7月下旬，他从老家独自出发，车上
备有被褥、食物、炊具等。得知其要徒步走，老
家有很多人为其送行助威，那种场景令他振奋，
也激励他在路途中遇到任何困难都不会退缩。

金海峰此行是通过手机导航，走国道前
行。他走到吉林双河镇时遇到一个开饭店的大
哥，对方见他如此勇敢深受感动，当晚留宿并给
他做了很多好吃的。“我的车里带了不少简单食
物，遇到提供食物的大都会拒绝，但大哥太热
情，不好拒绝。”

金海峰说，他每天做饭都用简易炉子，选择

在宽阔没有易燃物的地方做饭。做完后将垃圾
清理后放到垃圾箱里。

一路徒步走来感动不断。当走到锦州凌海
市时，一位古稀老太太被金海峰的行为感染，说
什么也要给些钱被他婉言谢绝：“我有的是力
气，沿途有机会挣钱，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提
出一个小要求，和老人合影，老人爽快地答应。
然后他将照片传到网上，我的1.8万粉丝纷纷点

赞，称正能量的行为随处可见，好人就在身边。”
一路上除了徒步走外，金海峰吃住都在手

推车里。记者在葫芦岛境内见到金海峰时，他
沿着102国道正在快步走。尽管挥汗如雨，可仍
继续前行。“从家里出来大约2个月，原先体重
260 斤，这些天瘦了 40 多斤。这次徒步走没想
到还减肥了，尽管每天很苦很累，但我不会放
弃。”

几天前，当走到沈阳高升住店时，一个大姐
看他太孤单，就送给他一只小狗当作伴儿。自
从有了这个小家伙，他确实不再感到孤独。金
海峰说他和小狗特别有缘，小狗一上来就向他
摇尾巴，直往他身上扑。多日来，小狗与金海峰
形影不离。每当走累时，他都要和小狗玩一会
儿。看到小狗活蹦乱跳的样子，金海峰所有的
烦恼也都烟消云散。心情好了，吃饱喝足后，他
整装再带着小狗出发。

“如果赶上风雨天气，我会停下来，然后到
附近工地或饭店打工挣些钱。等天气好了后再
出发，总之我不会半途而废，一定要向着远方的
目标前行，实现徒步走到三亚的这个心愿。”金
海峰说。

据初步估计，今年年底，金海峰将到达目
的地。面对体力、耐力、意志力的重重考验，他
说早就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不达目的决不罢
休。“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现在
网络这么发达，我想通过这个平台，让广大网
友看到沿途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另外，
4800 公里的行程对磨炼年轻人意志是个很好
的考验，我一定坚持到底。因为有了这次经
历，将来无论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
一想到这次徒步走，我觉得那都不是事儿。”金
海峰说。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葫芦岛特约记者
靳诗宇 文并摄

9月10日下午，沈吉高速抚顺东收费站内不
远处发生了一件怪事——一辆辽 M 牌照轿车在
靠边的车道停着，车上没人，车体也没有碰撞痕
迹，难道是出了故障？

民警们换上便衣守候，等到了回来取车并
试图通过收费站的男子武某，吹气测试显示酒
精含量为 20mg/100ml。武某称喝酒后怕被查，
于是将车扔在收费站内，自己躲一边醒酒去了
……

9月15日，辽沈晚报记者了解到武某因酒驾
被依法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
罚；因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内行车道停车，被处以罚
款200元、记6分的处罚。

9月10日下午，沈吉高速抚顺东收费站，抚顺
交警高速一大队交通整治行动小组的交警们正在
执勤。“站内靠边的车道有一辆辽M牌照白色轿
车停了很长时间。”民警李飞宏回忆，“大约3点半
停下的，停了快2个小时了。”

民警仔细查看该车，发现车内没人，车体并无
碰撞痕迹，车内饰也很新，没有发生故障的迹象。

“我们分析，驾车的男子可能是喝酒了，远远看到
我们在收费站外边执勤，就把车扔在这里，自己跑
了。”李飞宏说。

民警们商议，决定将收费站外的警车撤走，留
下三名换上便衣的民警守在现场。警车驶离后不
久，下午5时30分一名男子四下张望着走进了收
费站，走到这辆轿车跟前还围着车转了一圈，然后

上车驶向收费口。
在收费窗口前，就在他伸手交钱的时候，便衣

民警将他拦住。“当场测试，显示酒精含量为
20mg/100ml。”李飞宏说，这名武姓男子狡辩了几
句，但面对测试结果变得沮丧起来。

武某是铁岭人，当天驾车出门是要到抚顺市
顺城区接妻子，出门前他喝了3瓶啤酒。“他说要
出收费站时远远看到我们在执勤，就把车停下，自

己躲一边醒酒去了。”李飞宏说，武某见警车离开
便返回车上，打算驶出收费站，被守候的民警抓了
个正着。

武某因酒驾被抚顺交警依法处以罚款 2000
元、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因在高速公路收费
站内行车道停车，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6分
的处罚。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毅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经
淼报道 我省将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公交线路向乡
镇延伸，探索推行区域经营、预约响应等服务模
式。

近日，我省出台《推行农村公路“路长制”的
工作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辽宁成为全

国首个以省级层面出台该方面指导意见的省
份。《意见》明确，2019年年底前，全省将建立覆
盖县区、乡镇和村的组织管理体系；2020年年底
前，使各项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在加强农村公路运营方面，《意见》明确，要
拓展现有农村客运站服务功能，提升农村客运

基础设施候车环境，发展集农村公路养护、客
运、物流、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农村客运综合服
务站。积极推动农村客运车辆安装并使用车载
卫星定位装置、视频监控系统和胎压监测等主
动预警技术装备，提高农村客运安全保障能
力。优化城乡客运发展模式，因地制宜推进城

市公交线路向乡镇延伸，探索推行区域经营、预
约响应等服务模式，完善城乡客运服务网络，稳
步提升农村公路运营服务水平，确保辖区具备
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率保持 100%。提升邮政
运输和物流服务质量，加强快递企业农村末端
网点建设，提高快递末端服务水平。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吉向前报道 昨日，沈阳燃气集团发布消
息：9 月 19 日 21：00-9 月 20 日 5:00，陵东
街以东、陵东街一二一号巷以南、陵东街
109-4号以北、陵园街以西地区停气。

本报讯 9月14日，首届“2019护脚行动最美妈
妈广场舞大赛”辽宁赛区启动仪式在五里河公园月
亮湾广场举行。

本次大赛由沈河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等
单位承办，报名选手可自愿参加公益行动，通过扫

码捐款 10 元钱的方式，为贫困山区孩子购买合脚
鞋子。

目前全省已有超过 1000 支队伍近万名选手报
名参赛。报名方式可关注奥典传媒公众号，进入“我
要报名”通道进行报名。

吉林小伙要徒步4800公里去三亚

吉林小伙金海峰带着小狗徒步4800公里去三亚。

我省将推进城市公交线路向乡镇延伸

2019最美妈妈广场舞大赛辽宁赛区启动沈阳这些地方要停燃气

酒驾怕被查 男子高速收费站内“躲猫猫”

男子武
某酒后驾车
被抚顺交警
查获。

交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