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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6

“大米哥”张克良：每天一场全马冲击吉尼斯
骑车去香港负重跑全

程马拉松，那都不是事儿。

还记得那位肩扛25斤大米

跑完“呼马”全程的硬汉张

克良吗？2019年5月25日，

呼和浩特马拉松比赛中，来

自兴安盟的跑马爱好者张

克良，为家乡代言，负重25

斤大米跑完“呼马”全程，让

人惊叹。日前，张克良决定，

准备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持续 1 年，每天完成一场

42.195公里的全程马拉松，

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

11 月 5 日，张克良坐

汽车从家乡扎赉特旗来到

乌兰浩特，转乘火车硬座，

历时 18 时 49 分兴冲冲来

到呼和浩特。他此行目的

是想寻找一位赞助商，能

够助他全力以赴完成梦

想。当日 10 时 40 分许，下

了火车的张克良顾不上休

息，专程来到北方新报社

求助，希望本报能为他牵线

搭桥，找到“贵人”。张克良

告诉记者，每天一场全马，

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不是

痴人说梦，他有这个实力和

信心。张克良所言不虚。

2017年4月5日，52岁的张

克良凭借一辆单车，历经

52 天骑行 4000 多公里，从

家乡兴安盟扎赉特旗顺利

抵达香港。每走到一个城

市，他都会停下来发放随身

携带的宣传单，向当地人展

示家乡美。那次，张克良实

现了他儿时便有的骑自行

车游览大江南北的梦想。

张克良从行李箱里拿

出一沓跑马成绩证书：中

国万达2016黄河口（东营）

国际马拉松赛、2018 济南

12小时超级马拉松赛、2019

石家庄 100 公里野人挑战

赛、2019华夏幸福北京马拉

松……从2016年开始到现

在，张克良共参加过30余次

全程及半程马拉松，仅2019

年就11场。张克良笑称他在

全国已小有名气。在他的影

响下，爱人王秀华也陪他一

起跑步，并参加过4次半程

马拉松，身边的20多位亲朋

好友加入跑马圈。

足迹所到之处，张克

良不但给当地人留下了深

刻印象，还结识了许多喜

欢健身的朋友。让张克良

自豪的是，每次参与跑马

对自己的身体和毅力都是

一个巨大考验，但无论地

形多么曲折过程多么艰

辛，没有一场比赛他中途退

出。“我是业余选手，还没拿

过名次，但这并不重要，我

享受这种重在参与的感

觉。”张克良向记者坦言。爱

上跑马后，张克良走南闯

北，不断挑战自我。在他眼

里，那种顽强拼搏不言放弃

的跑马精神就是“中国精

神”。他有责任将这种精神

发扬光大，用自己的经历带

动更多的人爱上运动、健康

生活，同时将家乡的名优特

产兴安盟大米推广到国内

外。让张克良兴奋的是，所

到城市的美好颜值和风土

人情，让他体会到了“外面

的世界很精彩”。

如今，为了即将开始

的“每日一跑”，张克良正

在积极锻炼，每天负重跑

步17公里，做100个深蹲。

鉴于自己条件有限，他希

望有企业能够赞助他，为

他提供必要帮助，通过每

天在手机打卡记录跑步轨

迹或者运用直播的形式在

朋友圈分享跑马过程。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王利军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11

月 11 日上午，赤峰市宁城

县境内，一辆渣土车侧翻

将一辆出租车掩埋，消防

员及时赶到，徒手挖土救

出两人（如图）。

“我们 是 11 月 11 日

10 时 46 分接到的报警，

称宁城县必斯营子乡九

年义务教育学校附近发

生一起车祸，有两名被困

人员，消防站立即出动 1

辆抢险救援消防车、7 名

指战员赶赴现场处置。”

11 月 12 日，赤峰市消防

救援支队宁城县哈河大

街消防救援站一名消防员

告诉记者。消防人员到达

事故现场，经侦查和询问

现场人员得知，车祸事故

为一辆满载的渣土车拐

弯时侧翻将一辆出租车

别停，所载渣土将出租车

右前侧掩埋，出租车车头

严重变形，路人已合力将

驾驶员救出。车内还有两

名老人被困，分别位于副

驾驶及副驾驶后座。由于

被卡在车内无法动弹，被

困人员不断呻吟，情况十

分紧急。消防指挥员立即

下令，协调1辆铲车配合消

防员清除掩埋渣土，铲车

无法操作的地方，消防员

徒手进行渣土清除，待掩

埋渣土清除得差不多时，

在保证被困人员安全的

情况下，利用铲车牵引装

置将事故车辆拖拽至安

全地带。消防人员随后利

用液压破拆工具组对出租

车驾驶座进行破拆、扩张，

经过近 30 分钟奋力营救，

11时52分，两名被困人员

成功救出。

渣土车侧翻掩埋出租车 消防员徒手挖土救出两人 六旬老人深陷泥潭
消防员的举动感动了不少人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实习生

乌兰塔娜） 最近两天，一则“消防员为深陷泥潭的老人揉

捏双腿”的视频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火了，“抓紧回家

吧大娘，要不太凉了，本来关节就不好。回家不要着急，用

热水泡一泡……”视频中，一位消防员在寒冷的深夜一边

细心为老人揉捏双腿（如图），一边心疼地说。这温情的

画面感动了数万网友，不少网友纷纷点赞，称消防员是

最可爱的人。网友@晴天妈妈：万能的消防哥哥，辛苦啦；

网友@任嘉那个嘉：致敬最可爱的人……记者了解到，这

群消防员来自乌海市消防救援支队乌达区巴音赛街消防

救援站。

“那是11月5日的事了，当天19时10分，在乌海市乌

达区物流宾馆北自来水渠发生一起群众遇险事故，一名六

旬老人因施救陷入渠中淤泥的羊群而不慎坠入渠中。我们

接到报警后立即派出1辆消防车及8名消防队员赶往现场

救援。”11月10日，当日出警的乌海市消防救援支队乌达

区巴音赛街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杨瑞彪回忆，队员们到达现

场后，发现老人下半身陷入淤泥中已丧失基本行动能力，

并且因天气寒冷致身体发抖。指挥员结合现场情况，迅速

将自己的消防救援外套脱下给老人披上保暖，并安排两名

消防队员在有保护的情况下进入水渠实施营救，4名消防

员手握牵引绳在水渠边做好保护工作，随时准备接应。为

了避免清淤时救援器材伤到老人，消防队员采取徒手清除

淤泥的方式，帮助她一点一点爬出淤泥，经过奋力营救，最

终顺利将老人救出。“由于天气寒冷加上老人身陷淤泥时

间较长，双腿明显僵硬，所以才出现了消防队员帮助老人

拍打揉捏双腿，促进腿部血液循环的一幕。”杨瑞彪说。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

方网记者 郝儒冰） 近

日，抖音上有不少短视频

称看到同一种小鸟纷纷撞

墙，北京市、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都有类似情况发

生……北方新报正北方网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回民区分局森林公安局了

解到，视频中撞墙的鸟儿

是迁徙中的太平鸟。

近日，打开抖音短视

频，搜索“鸟撞墙”，出现大

量视频，视频中的鸟儿长

得憨态可掬，别看身子圆

圆胖胖，头顶的羽毛和镶

着黄边的羽翼却秀气十

足，叫声也婉转动听，令人

惋惜的是，视频中的它们

大多集体倒在楼宇间的地

面，或晕或死，行动不便，

视频中有人称环卫工人一

上午扫走几十只此类鸟的

尸体。

“11 月 12 日下午，回

民区分局森林公安局接到

报警称，青城公园管理处

有人捡到一只不知名的小

鸟（如图），请予以救助。民

警立即赶往，经辨认是一

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太平

鸟，将其带回单位进行观

察，没有发现明显外伤，于

是在林区开阔处对其进行

了放飞。”回民区分局森林

公安局民警告诉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近日陆续

接到辖区内发现有关太平

鸟的报警信息，且在周边

其他地区也发现有该鸟群

出没，太平鸟属于冬候鸟

和旅鸟，秋季群体迁徙途

径市区逗留，可能受建筑

影响发生鸟类撞击受伤情

况。

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

者了解到，太平鸟属雀形

目太平鸟科太平鸟属，在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红皮

书中为近危物种，同时列

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

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即三有保护鸟类）。

“在此，我们提示广大

市民，要切实提高野生动

物保护意识，如发现候鸟

群，请不要轻易刺激惊扰，

更不允许进行人为伤害和

捕捉，发现有受伤的野生

鸟类要及时报警进行救

助。”民警告诉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公安机关也将

把打击秋冬季涉及候鸟等

野生动物犯罪作为深入推

进“昆仑2020”专项行动的

重要内容，依法严厉打击

非法猎杀和交易候鸟等涉

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

（图片由回民区分局

森林公安局提供）

纷纷撞墙，这是什么鸟？

张克良展示成绩证书张克良展示成绩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