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当地时间5月
29日晚上，“暴走大叔”任
俊安静地躺在特拉维夫
的海滩边，闭上眼睛，享
受 着 海 风 拂 面 的 惬 意
……这是任俊在以色列
徒步行走的第34天，他提
前 完 成 了 徒 步 以 色 列
1100多公里国家步道的
挑战目标，足足比原计划
提前了30多天。本报曾以
《包头任俊到以色列健步
走，全程1100公里》《签证
通过 任俊即将健步以色
列》《任俊今日出发开启
以色列徒步之旅》为题，对

此事进行过报道。
以色列当地时间5月

30日，任俊登上了返回中
国的飞机，计划直接到贵
州徒步赤水。“因为这次长
途徒步心理压力很大，去
徒步直线距离200多公里
的赤水，可以舒缓心理压
力！”任俊对记者说。

据了解，此次徒步途
中，任俊经历过百年不遇
的洪水，在以色列北部山
区没有水源则需要负重近
80斤爬山。错综复杂的路
线就像另一座大山一样，
随时可能让徒步计划失
败。“路途遇见野狼和悬崖
峭壁都不是事儿，最大的

担心就是别走错路，走错
了路没有了水，比被狼咬
可怕得多。”任俊讲，他一
路上满脑子都想着分析寻
找路标、查看地图，常常晚

上头疼欲裂。“有一次，天
已经黑了，我走错了路，在
悬崖峭壁上睡了一晚，为
了安全起见，我把自己用
绳子捆在石头上。第二天

天亮后，我发现自己身上
都是血，不过幸运的是没
有伤到骨头！”

在以色列南部沙漠地
区，寻找水和路标依然是
最大的苦难。42摄氏度的
高温天气，即使隔着长衣
长裤，依然让任俊感到皮
肤犹如针扎一边疼痛。“徒
步的精神状态始终是高度
紧张，大脑在分析路线，眼
睛东张西望寻找路标，感
觉根本就不是在徒步，是
在寻找生命之路，可以生
存的活着的路。”

白天徒步时需要保持
高度的注意力思考路线，
晚上任俊会利用休息时间

研究地图做出下一步的规
划和方案。“徒步喜马拉雅
安纳普纳大环线山脉的
时候，我多数时间是在感
悟生命的意义。这次徒步
以色列国家步道，每时每
刻都在寻找方向路标，我
要去什么地方，总结一天
的路况，分析第二天的路
标……天天都是困惑、忧
心忡忡。”任俊说。

据了解，当地人得知
任俊从以色列由北向南全
线徒步后，纷纷与他合影
留念。他们表示之前从来
没听说过一个人能够完成
这件事情，为这位中国勇
士送上了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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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人说说沙尔沁的事

◎◎新闻追踪

在包头市东河区沙尔
沁二村，今年79岁的康兴中
老人，虽然只有初中文化，
却凭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用了34年的时间走访了沙
尔沁当地许多上了岁数的
老人，记录整理出一本十几
万字的书《说说沙尔沁的
事》，支撑他这样做的信念
就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
宝贵的文史资料。

深爱着这片土地

“我做这些事就是想为
子孙后代留点资料。人活一
辈子挺短暂的，如果我没
了，我脑子里记录下的那些
事情也就无人知晓了。”5月
31日，记者在包头市铝厂住
宅小区里见到了康兴中，老
人身体硬朗，也很健谈。

康兴中是沙尔沁镇的
一名退休干部，祖籍山西。
1949年，只有10岁的康兴中
随父母来包头市沙尔沁镇
定居，对于康兴中而言，沙
尔沁是他的第二故乡。

康兴中说：“沙尔沁这
个地方村大人多，经济文化
都比周围的村子发达。我从
小在这儿长大，对这片土地
感情很深。在乡政府工作多
年后发现沙尔沁没有多少
文史资料，就想自己来写
写，好为这里的子孙后代留
下点什么。”

于是，他从1984年开始
着手此事，并走访了当地许
多八九十岁的老人。那时候
沙尔沁还归郊区管，他每每

写一点就投到郊区文史办。
在1986年出版的《包头郊区
文史资料》一书上，就发表
了康兴中写的十几篇关于
沙尔沁的文章，如《沙尔沁
烟市》《沙尔沁社火》《庙沟
洪水灾害纪实》等。

“当时，我找了许多一
辈子也没离开过沙尔沁的
老人，专门从街上和敬老院
找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来
聊，知道了很多关于沙尔沁
的事情。”康兴中对记者说。
就这样，1984年到1985年期
间，他在沙尔沁乡政府的家
属院里写了十几篇关于沙
尔沁的文章。

在采访中，康兴中还饶
有兴趣地为记者讲述了沙
尔沁的由来。据他多年的了
解，沙尔沁村是从康熙年间
才建的，以前，北方少数民
族在这里以游牧为生。明朝
末年，山西忻州一带的小商

贩经常走西口来这里经商，
发现这一带地区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就私下从当地牧
民手里租了几块地开荒，试
种几年后发现年年都有好
收成，这些人就干脆在神水
沟口东山坡上盖了几间简
易的小土屋定居在这里。这
里住的人家多了便形成一
个小山村，人称“忻州圪
旦”。后来，每年有人往这里
迁居，山头上地方不大，人
家多挤不下就有一部分人
在山下庙沟口南一块平地
上盖了房定居下来。清初，
忻州圪旦上的人家也搬了
下来，形成一个小村子，起
名“沙尔沁”。

患眼疾闭上眼睛写

2001年，退休后的康兴
中觉得自己写的那十几篇
文章远远没有把他了解到

的沙尔沁的奇闻轶事写尽，
萌生了写本书来记录沙尔
沁的想法。

于是，从2009年开始，
康兴中再次拿起了笔。但由
于当时他已经患上了严重
的视疲劳，大夫不让用眼，
所以他每次写东西都是闭
上眼睛写。

康 兴 中 对 记 者 说 ：
“2009年到2011年，我就靠
闭着眼睛写完了这本书。闭
起眼睛写书很辛苦，我每天
最多只能写一页信纸那么
多，基本就是闭着眼睛写几
句再睁开眼大致看看，有错
再改，硬是磨出一本书来。”

2009年至2018年，已经
搬到现住址包头铝厂北区
16号楼里，康兴中补充大量
文章完成了《说说沙尔沁的
事》。沙尔沁建村历经300
年，300年以来沙尔沁村里
值得记载的事情非常多，这

本书里只记录了“冰山一
角”。但它涵盖了沙尔沁村
的来历、史前文化及变迁等
史迹，还有文化教育、宗教
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并
收录了许多沙尔沁的古地
契。

鉴于康兴中岁数大了
且患有眼疾，家人就付出了
许多辛苦来帮助他。

据康兴中的女儿康灵
芝介绍，大家都觉得老人做
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所以
都很支持他。儿子帮忙摄
影，女儿帮着校对，外孙和
孙子帮打字，大家合力来完
成这本书的出版。同时,沙
尔沁3个村子的乡亲们得知
康兴中要出书，也都非常支
持他，从村委会到乡政府都
拿钱出来支持他。

“书印出来后，我给沙
尔沁镇里送了50本过去，想
让大家都来了解一下沙尔
沁。镇里的领导们非常重视，
还打算再给区里送过去一
些。让大家能更多地了解沙
尔沁这个地方。”康兴中说。

十几万字记录乡土风

情

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
康兴中却十分热爱写作。除
了这本十几万字的《说说沙
尔沁的事》以外，他还著有
两部电视连续剧剧本，大约
有20多万字，还写有一本4
万字左右的《神奇的大青
山》以及一本1万字左右的
《古地契摄影集》。其中，两

部电视连续剧剧本分别为
19集剧本《黄河岸边的年轻
人》和33集剧本《黄河岸边
那家人》，记录的全是土默
川风情往事。

“在乡政府工作了几年
后，乡里成立了大青山旅游
开发公司，我又到那儿去当
副经理。《神奇的大青山》就
是我住在大青山里写的。”
康兴中回忆，大青山的每个
自然景观都有神奇之处，为
此他经常到山里去考究，最
终完成了这本书。

不仅如此，他还帮助沙
尔沁的7家大户整理家谱，并
由此来梳理山西人来到这里
定居的历史。他说：“一个家
谱就是一家人的历史，家谱
多了集合起来就是村里的历
史。所以我很重视这些家谱，
用了五六年时间去梳理。”

据康兴中回忆，在乡政
府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他在
单位的一个废弃阁楼里发
现地上堆满废纸。他随便捡
了几张来看，却发现好多是
当年山西人来到沙尔沁和
当地牧民租地时订立的古
地契。为此，他从这些废纸
中倾力搜集，最终搜罗出这
148份古地契留存起来，后
来编写成《古地契摄影集》,
并部分引用在《说说沙尔沁
的事》一书中。

直到现在，闲来无事
时，康兴中还在不断地修改
着自己写过的这些作品，他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留
给后代一些宝贵的文史资
料。

1100公里：“暴走大叔”任俊完成以色列徒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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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俊在徒步行走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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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兴中向记者介绍沙尔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