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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傍晚"点半左右! 四川成
都玉沙路%&号!一位六旬大爷从"楼坠
下"大家都以为他凶多吉少!结果他仅
受轻伤!还能说话"

原来!在他坠落过程中!行道树#

三轮车泡沫!还有他身上穿的$火腿肠
背心%!都成了他大难不死的救星"

事发后!记者来到现场"大爷坠楼
地点在玉沙路'&号附近的非机动车道
上!他家就位于旁边一栋老式宿舍的"

楼"只见地面上还有斑斑血迹!一棵行
道树枝丫断了一大截"据周围住户说!

大爷是从"楼自家阳台上坠下的"记者
目测!坠落点离地面将近()米高"

$糟了!有人跳楼了& %周围人凑过
去一看! 发现这个人原来是后面宿舍
的王德勇'

z{

(大爷" 他头部虽然一
直在流血!但意识很清醒!还能开口说
话)$后面有人用机关枪打我& 后面有
人追我& %目击者看到!王大爷身上穿
着一件 $火腿肠背心%)')多根火腿肠
用塑料袋绑在一起! 再用麻布捆在前
胸和后背上"坠楼后!他前胸的一排火

腿肠被压得粉碎"

王大爷立即被送往成都中西医结
合医院" 经初步检查!他仅头部和肩部
有撞击伤!暂无生命危险" 记者在医院
看到! 大爷在被推入抢救室时神智清
醒! 还掏出几百元钱和社保卡交给家
属"据了解!王大爷今年"&岁!近年来一
直独居" 据周围多名住户及家属反映!

王大爷的精神不正常!" 但大爷自己对
此表示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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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喝酒之后! 竟将*岁的儿子
捆绑在闹市路边逼其乞讨"+,日下午
广西柳州市龙城路旁的这一幕!引来
了众人对小孩的同情和对其父亲的
愤怒!民警接报后介入处理了此事"

+,日下午"时许!在柳州市龙城
路与景行路交叉处! 一个小男孩正
在路边讨钱" 他穿着一双破旧的塑
料凉鞋!身材瘦小!面前放着一个小
塑料桶! 地上铺着一张写着求助信
息的红纸" 引人注目的是!男孩被人
用透明胶带一圈圈捆着! 胶带同时
还绑在人行道的一棵树上! 孩子躺
在树池里一动不动" 地上那张求助
信!写的是孩子父亲一个人带孩子!

最近生了场大病!无路可走!希望好
心人献点爱心"

男孩的周围聚集起很多市民!

有些人往塑料桶里放了几块钱!更
多的人在周围议论纷纷" 还有人掏
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 广场#柳
侯两个警务站的民警先后赶到现
场!把男孩扶了起来!试图解下捆在
男孩身上的透明胶带" 这时!一个&)

多岁! 身穿橘色-恤的男子出现了"

男子称他就是孩子的父亲! 并反问
民警为什么不让他的孩子讨钱" 男
子称!他生活非常拮据!妻子不跟他
了!自己没办法养活孩子!只能带着
孩子出来讨钱" 民警问他为什么将
孩子捆起来时!男子称这是他$自己
的事%" 民警告知!即便是孩子的父
亲!这样做也是违法的" 男子闻言突
然拔腿就跑!民警立即上前追赶!很
快抓住该男子!并给其戴上了手铐"

男孩看到眼前的场景!大哭了起来"

民警帮男孩弄掉了身上的透明
胶带! 并将他和那男子一起带回了
派出所" 在中南派出所里!男孩告诉
民警他今年*岁! 正上小学一年级!

被抓的男子姓韦!是他的父亲" 韦某
认为!他把儿子带出来讨钱!是为了
养活儿子!而且是惟一的选择"

至于为什么要把儿子捆起来!

韦说!儿子不愿意讨钱!他担心儿子
跑了!只能出此下策!并借此引来更
多市民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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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是个火车迷!喜欢坐着火
车看风景!上了大学!我就想自己一个
人去陌生的城市看看" %())$年'月"

日! 南京工业大学大一的学生唐人立
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于是!他独自一人
乘火车从南京前往镇江! 坐渡轮从镇
江到达扬州" 但傍晚返程时却发现从
扬州回南京的火车票全部售罄! 无奈
先回到镇江"$镇江站前拉客的出租车
去南京要价&))元! 我心里慌得要命!

担心要露宿街头了" %不过没关系!小

唐一直就是个火车迷#公交迷!他最终
混过了镇江火车站的检票口! 在火车
上补了车票"

由于经费有限! 唐人立出去旅
行!都是徒步.搭车" 他徒步新疆!从
贾登峪走到禾木#到黑湖#喀纳斯#最
后到达白哈巴" 沿途有青年旅社!他
就住旅社!没有就住当地哈萨克族的
家中" $其中/天都是在草原上!没有
水#没有电!沿途就只能住在牧民家
的毡房里" %沿途有马道!他就一路问

牧民!一路跟着马蹄印向前走" $但没
想到走到一片沼泽地前!马蹄印消失
了" %唐人立想原路返回!但也找不到
自己来时的脚印了& 最后!他通过太
阳等自然物辨识方向!终于从荒原上
走了出来!$见到人烟的那一刻!心情
无以言表" %

去年,月!他从西藏一路搭车去了
尼泊尔*今年(月份!他又一路搭车从
西双版纳去老挝! 来回六天! 只花了
&+(元)住的是家庭旅馆!吃的是当地

小吃!门票贵的景点从来不去" $我们
在西藏羊卓雍错!搭车走山路!车刚到
山顶! 你不能想象山顶居然是一片好
大的湖! 湛蓝湛蓝的湖水# 连绵的群
山#西沉的斜阳++这种美景!比任何
的景点都要震撼人心" %

旅行过程中! 唐人立喜欢上了摄
影!对于电脑中近十几万张照片!唐人
立如数家珍)$照片记录的不仅仅是我
走过的路和去过的地方! 更是我充满
艰辛的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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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立爱吃小吃的习惯! 让他品
尝了中国的许多美食" 他最喜欢的是
煲仔饭之乡,,,广东开平的鳝丝饭"

$单看那熊熊燃烧的柴火上那一煲煲
香喷喷的煲仔饭就已经不停地流口水
了" 煲里的黄蟮去骨留肉!丝丝嫩滑!

入口留香!果然名不虚传"%唐人立说!

广东人是最喜欢吃#最懂得吃的"小小
的一个煲仔饭!到了广东人的手里!便
变得五花八门起来!海鲜煲仔饭#豆豉
排骨饭#黄鳝饭#田鸡饭" 一如上海人
的盖浇饭! 只要汤汤水水的都可以盖
浇!在广东!只要可以分成小块的!都
可$煲仔%"

其次!唐人立还推荐了老挝米线!

$光调料就有()多种" %调料有鱼露#

酱油#柠檬什么的!口味清新特别" 小
唐还喜欢新疆的羊肉串)$选用的是
当年的羊羔肉0 并且是当天屠宰的新
鲜肉" 如果不是新疆的羊肉很难烤出
新疆烤羊肉的香嫩口味" %不过!让小

唐印象最深刻的! 是有天走得饿了!

就到新疆的牧民家中讨了杯酸奶"

$哎呀!一股油漆味!喝不惯" %但鉴于
牧民朋友特别热情!小唐还是一口气
将酸奶灌了下去!到现在他都记得这
怪怪的酸奶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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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网为唐人立的日志-告别!大
三一年. 起了个副标题!$逃学威龙版
环游中国%! 唐人立很喜欢这个标题!

他把自己影展的名字称为) 逃学去旅
游" 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副标题使这篇
日志十分火爆"$其实我出去玩只是利
用寒暑假#黄金周#周末的时间" 另外
我们专业每学期都有几周是画图周!

这些时间都没有课相对自由! 我会提
前把图画好!然后再出去"%唐人立说)

$大二上学期末计划去青岛# 烟台#威
海!为了不影响学校的课程和考试!出
发时间改了又改! 最终把出发时间定
在建筑史考试的那天! 火车的开车时
间仅仅是考试结束的一个半小时之
后" %而徒步西藏那次!他利用了暑假
和九十两个月的实习期)$因为我前一
年就把大三的实习做好了" %

$有网友认为我是/富二代0!在很
多人看来一年去这么多地方会花很多

钱" 但我上学闲暇的时候会去做网站
监理什么的赚一些钱! 另外在旅途中
也很省" %住青年旅社!坐绿皮火车!是
唐人立旅行的省钱秘籍" $一般来说大
城市和旅游城市都有青年旅社! 花上
&)元就可以解决住宿问题! 搭车很多
时候也是不花费用的" %$我的专业是
城市规划!我热爱这个专业!这个专业
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多出去走一走
看一看" %唐人立的旅行!几乎跑遍了

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和有特点的城
市!无论是青砖黛瓦#粉墙翘檐的明清
建筑风格!还是明快简洁#时尚写意的
现代建筑流派! 他都觉得对于城市规
划专业学习是很有启发的"

()日南京林业大学的这场讲座!

是唐人立校园巡讲的第三站" $最开心
的是!无论是在北京*,$办画展!还是
在学校里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 总会
有人被我感染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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