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刘劲松一路骑行 ，

一路记录 。 他每晚抵达
目的地 ， 都把当天骑行
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
下来 ， 隔几天发送一次
到网上 。 许多人读过他
的文章后纷纷留言。

邓湘 ：“劲松满哥真
是蛮霸蛮的 ， 典型的湖
南人！”

菩提 ：“身体和灵魂
都在路上。”

小珺主：“真棒，有梦
想就去行动 ， 精彩的人
生，会一直关注你的 ，加
油！”

大高 ：“有梦想就要
实现的人，活出了自我 ，
给行走在路上的劲松哥
点赞。祝福你一路平安 ，
回来再给我们讲故事。”

谌卉琴 ：“他的这种
行为 ， 不再是单纯的骑
车去俄罗斯看世界杯 ，
更像一个人在精神上更
深层次的追求 ， 一种自
我 寻 找 ， 自 我 发 现 之
旅。”

曾晓霞Diana： “你
是位勇士，又像位诗人 。
聪慧的眼睛 、 细腻的心
和诗样的语言赋予了这
次远行更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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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松，你到哪里了？发个定位过来。”在
刘劲松俄罗斯段的骑行中，这段语音，刘双每
天在微信群里必须问几次。

刘双是刘劲松的安化老乡， 也是一名球
迷。刘双每天关注着他的骑行状况，进入俄罗
斯后，刘劲松遇到了更多困难，于是刘双和几
个朋友， 在国内通过软件给他规划好每天的
行程，包括路线、距离、住宿点，还有当地每天
的天气、风速和风向。刘双介绍说，几个软件
必须配合使用，谷歌地球和奥维，主要是确定
位置，帮他熟悉路况，海拔高差，建筑物参照。

谷歌地图主要是搜索休息点、 餐厅、银
行、 医院等， 同时配合谷歌地球确定位置，
Mapsme主要找汽车旅馆。假如刘劲松遇到暴
雨，有搭车或者住宿民宅，都能及时找到他位
置。

6月7日晚上，天空下着雨，刘劲松一身淋
湿了，又冷又饿，找不到旅馆，刘双通过地图
找到了最近的旅馆， 并把联系方式告诉了刘
劲松，但现场的路况有点复杂。刘劲松从公路

边往旅馆方向望去，是一条600多米的乡村小
路，周围有很深的茅草丛。夜深了，刘劲松犹
豫了，直到他遇到了两名俄罗斯司机，通过手
势和简单的英语交流， 确定了那个旅馆定位
是准确的。这件事后，刘劲松对刘双提供的定
位信息“深信不疑”。

支持刘劲松， 亲朋好友都在行动。 朋友
“榜榜”在刘劲松出关前，专门坐飞机到满洲
里，给他带了一些辣酱和罐头，并叮嘱他合理
分配体能。 堂兄刘烨祺给刘劲松写了一首歌
词，为他加油打气。闲暇时，刘劲松也会在微
信群及时“报告”自己的位置和状况，大家陪
他聊天，遇到难题，一起出谋划策。夜骑时，可
以帮他排遣孤独，壮壮胆。

6月15日北京时间23时，刘劲松在俄罗斯
伊尔库兹克州的一个小镇住了下来， 这里的
天色依然没有完全黑下来。“在这个遥远的异
国小镇， 有啤酒， 有足球， 但我还是想你
们———我的亲人、朋友。”刘劲松在朋友圈留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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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6岁的湖南球迷、
烧烤店老板刘劲松，放
下生意， 靠一辆自行
车， 骑行上万公里，赶
赴莫斯科观看世界杯
决赛。他以这种独特的
参与世界杯的方式，演
绎着一个湖南人的意
志与激情。

苏原平

从长沙出发 ， 一路
北上，穿越西伯利亚，绕
过贝加尔湖， 跨越乌拉
尔山 ， 直奔莫斯科……
11000公里， 将近80天的
骑行， 对于一名业余骑
行者来说 ， 这是一个难
以逾越的距离 ， 一种超
乎想象的磨砺。

然而 ， 固执的劲松
从未放弃 ， 一定要将自
己的车痕印在莫斯科的
大道上。

看世界杯 ， 是他不
惜 骑 行 两 万 里 的 原 动
力。足球运动，包含了人
们期待的勇敢、奇迹、想
象力 ；11000公里的未知
旅程，一个关于信仰、坚
持、超越的故事，正是属
于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最美的风景 ， 永远
在前方。 劲松遵从内心
的呼唤， 做着一件很多
人想做、 但没有勇气去
做的事；因为路在那里，
因为世界杯在那里 ，劲
松要舍安逸而求艰辛 ，
跟自己过不去 ， 完成这
次 骑 行 壮 举 和 人 生 挑
战。

在他的身上 ， 体现
了湖南人“吃得苦、霸得
蛮 、 耐得烦 ” 的性格特
征；在他的身上，折射了
敢为人先、舍我其谁、坚
韧执著的湖湘文化 ；在
他的身上， 蕴含着志存
高远、永不放弃、超越自
己的体育精神 ； 在他的
身上， 更凝聚着一种信
仰的力量，荡气回肠，点
亮人生。

湖南日报记者 谭云东 杨军

刘劲松4月26日从长沙出发， 计划沿着107
国道一路往北，从满洲里出关，往西穿越西伯利
亚，绕过贝加尔湖，跨越乌拉尔山。这是一条长达
11000公里的骑行路线，漫长而艰难。目前，刘劲
松已在俄罗斯境内骑行了3000公里， 加上国内
的3300公里，总行程完成了三分之二。一路上，记
者通过微信与刘劲松保持着全天候的联系。

6月17日，俄罗斯世界杯进入第四天，刘劲松
起了个大早，在伊尔库兹克州骑行10天后，终于
来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这是他从长沙出发
后的第53天，距离莫斯科还有将近4000公里。用
完早餐，刘劲松出发前自拍了一张，背景是夜宿
的旅馆， 一间用蓝色集装箱铁皮搭建的简陋房
屋。头顶的云层散开，露出了这几天第一次见到
的湛蓝色， 刘劲松脱掉外套， 露出印有“2018�
FIFA� WORLD� CUP� RUSSIAN”字样的黑色T
恤，蓝黑头盔在阳光照射下泛着白光。刘劲松面
带微笑，心情和天气一样灿烂。

往西再骑行200多公里，过叶尼塞河，将到达
西西伯利亚平原。马上就要告别这又爱又恨的中
西伯利亚高原，刘劲松心情有些复杂———“爱”这
里摄人心魄的美景，“恨” 这里地形天气的折磨，
坡地多、逆风，雨水经常不期而至，经常要和夹着
水雾的云层赛跑。

在陌生的土地上，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前
方。 刘劲松一路骑行， 在朋友圈留下图文并
茂的记录， 他希望带着自己的思考与朋友分
享，关于环保、城市的建设，关于人与人的交
往。

刘劲松路过的西伯利亚几座城市都不
大，他细细观察建筑风格、城市规划以及与人
交流的细节。他发现，这些俄罗斯远东城市，
外表拥有战斗民族的彪悍不羁， 内里却蕴含
一颗绚烂多姿的文艺心。

不期而遇的美景， 是刘劲松骑行途中最
大的收获，某天落日余晖的惊鸿一瞥，都能让
他疲惫的身体立刻燃起来。 西伯利亚有着大
片悄无声息的冻土和茫茫的原始森林，暴烈、
荒蛮， 却充满生命力， 骑行在雪山与河谷之
间，人越发显得渺小，这种感觉对第一次出国
骑行的他冲击很大。到达贝加尔湖畔，一切才
变得温柔。6月10日， 刘劲松从南岸小镇骑行
到贝加尔湖畔，这里的绿肆无忌惮———森林、
灌木丛、草丛、树叶、小花，夹杂着各种的绿，
有墨绿、浅绿、嫩绿、青绿。贝加尔湖的旅游开

发，处于保守状态，游客全部拉到最南端的两
个小镇，夏天的旺季，人也不多。

一望无际的湖面，湖水的蓝、温润的风，
让刘劲松情不自禁对着湖面大吼几声， 他将
拍下来的图片第一时间发到了“劲松在路上”
的微信群，群里的朋友展开了一场关于生活、
关于信仰的热烈讨论，并发起每人唱一遍《贝
加尔湖畔》的活动。这个微信群在骑行的第22
天才建立，起初只有十几个人，都是刘劲松的
亲人、同学和朋友，目前有了165人。建群的初
衷，是刘劲松没时间一一回复朋友们的问候，
现在有任何事情， 都可以第一时间在群里交
流。

这趟远行，起初劝阻、质疑的声音不少。
刘劲松很理解，他也不想去一一解释，他清楚
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很多人想做、 但没有勇气
去做的事。

“每天都在放肆骑，
有点不太记得时间了”

进入俄罗斯境内，刘劲松夹在车头的手机显示
了两个时间：北京时间和当地时间，需要不停切换。

“每天都在放肆骑，有点不太记得时间了”，
53天，每天平均11小时骑行，孤独、枯燥、重复，时
间对于他来说，模糊成了他骑行APP地图上一条
长长的橙色轨迹。怕自己遗忘沿途遇到的人与风
景， 刘劲松用休整时间几天做一次图文整理，于
是时间，又化成能触碰到的图片和文字，清晰而
有温度。

刘劲松看了7届世界杯， 他喜欢马拉多纳的
创造力，喜欢“红魔”曼联的张扬。他想以一种符
合他个性的方式去参与世界杯。骑行，有难度，有
乐趣，而且很独特，这个方式要得。20年前，他骑
行湖南，推着一辆一百多块钱的单车，也是说走
就走。这趟远行当然不一样，四年前就提出了想
法，他没有信心去完成，所以这几年，一直在跟朋
友说这件事，给自己压力。

刘劲松喜欢摇滚乐，他在自己的烧烤店布置
了一幅民谣地图，上面有十几个城市，每个城市
和一首歌曲有关，这个创意来自痛仰乐队的《安
阳》。刘劲松骑行的路线上，就有这个地图上的几
座城市，除了《安阳》，李志《关于郑州的记忆》、何
勇《钟鼓楼》都是他骑行中循环的单曲。遵从内心
的呼唤，是刘劲松理解的摇滚。

4月26日上午9点，长沙下着小雨，刘劲松从
湘江路的烧烤店门口出发。之前一周，他在朋友
圈发了两次征求同行者的消息，无人响应，那就
一个人出发吧。

刘劲松喜欢的足球世界，包含了人们期待的
勇敢、奇迹、想象力，一个漫长而未知的旅程，同
样如此。过去的53天，除了在北京等待签证、满洲
里等待出关各休整两天， 他一直骑行在路上。国
内行程3300公里，花了28天。跨过长江、淮河、黄
河，横穿燕山山脉，从江南水乡到中原大地，再到
呼伦贝尔大草原。

5月31日， 刘劲松进入俄罗斯境内后减少了
发朋友圈的频率，调整节奏，心无旁骛。坚持，是
一种可怕的力量， 他感受到了这种力量的馈赠，

“骑行中西伯利亚高原这一段十几天， 我感觉身
体上和心理上，都比以前更强大了。最难的地方
过去了，我没有理由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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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唱一遍《贝加尔湖畔》”

他不是“一个人”在骑行

难忘谢里盖大叔

在路上，已经完成6000多公里，刘劲松
经受了砺炼。

他遇到过泥泞不堪、3小时才能走十几公
里的乡间小路， 遇到过必须在夜晚穿行的原
始森林，遇到过大雨、雪、冰雹、大风、沙尘、烈
日。遇到过100多公里荒无人烟的景象，冷到
手脚僵硬，浑身发抖，遇到过几次被狗追赶，
摔伤了，赶紧爬起来，忍着痛，继续前进。

无论怎么难熬， 刘劲松都没有产生过放
弃的念头，正如他骑行APP里的名字“固执的
劲松”。 刘劲松妻子王女士很了解他的固执，
她深知这趟出行，是丈夫多年来的梦想，虽然
担心，最终还是同意了。出发前几天，王女士
陪着刘劲松将一年前花3000块钱买的一辆
捷安特自行车做了保养， 并帮他准备了长途
骑行的物资。

在路上， 刘劲松接受了许多人与人之间
释放的信任与善意。

进入俄罗斯后， 他遇到了比国内更复杂
的情况，路况不熟悉，手机网络不好，语言不
通。6月2日， 刘劲松骑行在外贝加尔边疆区，
这是他进入俄罗斯境内的第5天。 天很冷，风
很大，加上外套未干，他只能推迟出发。17时
49分，骑行20公里后，原来零星的雨越下越
大，刘劲松准备拿出雨具，一辆厢式小货车突
然停在了前面。 一位俄罗斯大叔下车说了几

句俄语，然后又比划比划了
天和路的前方， 示意刘劲松把自行车放到车
上。凄风苦雨中，刘劲松碰到救星了！大叔叫
谢里盖，刘劲松用翻译软件向他介绍自己，开
朗的谢里盖一个劲地点头， 但刘劲松并不知
道他要带自己去哪里。半个小时之后，货车开
进了一个小村子，谢里盖把刘劲松带回了家。
谢里盖是牧民，家里后院养了几十头牛。刘劲
松被当做客人招待，他想帮谢里盖干活，谢里
盖一开始婉拒了，拗不过，才让他帮忙抬牛奶
桶。那天晚上，刘劲松在这个牧民的家中喝了
点酒，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早，要分别了。谢里盖执意要把
刘劲松送到公路上， 刘劲松准备给谢里盖
2000卢布表达感谢， 谢里盖说什么也不肯
收，反而给了他一些卢布，送了两瓶罐头，并
祝他好运。刘劲松说，他一辈子都会记住异国
他乡这个温暖的夜晚，记住这个乐观、纯朴、
踏实的俄罗斯大叔。

� � � �俄罗斯贝加尔湖。

� � � �刘劲松路过卢沟桥。

� � � �刘劲松的自行车。 本版图片均为刘劲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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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贝加尔斯克

莫斯科

6月20日到达位置

刘劲松在俄罗斯境内骑行路线示意图。

刘劲松和谢里盖合影。

� � � �俄罗斯女孩为刘劲松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