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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是狂野的吗？非洲是贫穷的
吗？非洲是幸福的吗？我不确定。我
选择亲自上路，用自己的眼睛和内心来
感受非洲。”在袁江磊传来的视频文件
中，记者看到了他的骑行纪录短片样
片。样片中呈现了他在多哥、布基纳法
索、科特迪瓦、马里等西北非国家及土
耳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伊朗等亚洲
国家的所见所闻。在袁江磊的镜头下，
撒哈拉沙漠、帕米尔高原、玫瑰湖、爱琴
海等地的风景美得就像电脑屏保一样。

“我2013年曾从成都出发，花费一
个月走川藏北线骑行到拉萨，但这么长时
间、长距离的骑行，还是第一次。”用袁江
磊的话说，他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2014年从重庆交通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
业毕业后，他选择去非洲贝宁孔子学院做
一名教师志愿者教汉语。两年教学任务

完成后，他决定骑单车从西非回国。
坐飞机回国都有人嫌路途遥远，袁

江磊为什么要采用骑自行车这种“龟
速”的交通方式？他笑着说：“其实骑行
回国这个想法在我去非洲的时候就想
好了，我想用双腿丈量这个世界。选择
骑自行车是因为骑车的节奏恰如其分，
既有机会近距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又可以保证每天的行程。”

很多人以为这是现实版的“荒野求
生”，事实上并不是。“完全没有公路电
影中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故，一路上神奇
又有趣。”他说，自己后来闭上眼睛回
忆，想到的是荒漠中满天银河的奇幻，
是在几内亚打猎、扛野猪的新奇，是四
天五夜自己独自穿越沙漠的历险。说
着说着，袁江磊就乐了，“一路风景变
幻，每一天都过得不一样。”

骑行16000公里，途经16个国家
“用自己的眼睛和内心来感受非洲”

骑行16000公里，途经16个国家
“用自己的眼睛和内心来感受非洲”

聚焦热点2018年1月22日 星期一 广告
责编/董富勇 顾华达

美编/严勇杰 照排/陈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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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江磊的行囊很重，足有70多斤。
里面装备齐全：有套锅、油炉、睡袋、帐
篷、衣物、药物、净水器及拍摄器材，摊
开来就是一个移动的“家”。为了享受
骑行的乐趣，他不是就近搭帐篷露营，
就是借宿于当地村民或驴友家中。如
果正好在一些大城市歇脚，他会住在小
旅馆里。在贝宁工作2年期间掌握的

“非式法语”，可帮了他大忙。“不少西非
国家的村民听到我有地方口音，会主动
邀我去家里吃饭和过夜。”

住的问题好解决，吃呢？这一路
上，袁江磊吃过不少“黑暗料理”。他笑
着说：“路上逮到什么吃什么。”幸运的
是，经常有当地人乐意接济他。“在土耳

其，我吃到了骑行以来的第一顿大餐。
骑友的夫人准备了很多菜，用餐过程分
为前菜、正餐及饭后甜点。”他把照片发
在朋友圈上，立刻有朋友开玩笑说：“别
骑了，和骑友女儿结婚吧！”

将近一年的骑行花费高吗？袁江磊
说自己是个穷小子，这次骑行纯属穷
游，“具体没有仔细算过，估计花了差不
多6万元人民币。”这6万元中，各国签
证费和大交通费用占了大头。“16个国
家我办了14张签证。一路上的签证不太
困难。偶尔被拒签怎么办？那就只能转
机去下一个国家。”回国以后，他粗略一
算，包括吃住，自己在骑行路上的花销
基本维持在每天100元人民币左右。

在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袁
江磊得了人生第一场大病——疟
疾。“当时骑行晚了，我在路边的
草棚里打地铺，没想到第二天上
吐下泻、浑身发冷，就算吃了随身
带的青蒿素也没用。”事发突然，
他只好打电话给镇上的朋友，请
他帮忙送自己去医院。经过检查,
袁江磊被确诊为疟疾。好在发现
及时，加上自身身体素质不错，休
息了几个小时后他又继续赶路。

在360个日夜里，疲惫、快乐、
煎熬、感动、恐惧、欣喜等各种念
头在袁江磊心头涌动。他不隐瞒

自己的退缩和纠结。“睡在露天矿
车上的那个夜晚，我怀疑过自己
一路走来的意义。一个人、一辆
车、一个相机，这么虐自己到底是
为了什么？”他苦笑着说。但骑到
终点的那一刻，他坚信自己这一
程没有白走。“世界太辽阔，而人
的一生却很短暂。如果生命本质
上是一个体验的过程。那么，每
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寻求
一种体验，只是感受不同而已。”
他说骑行让他的心境变得从容、
豁达，这一份经历也将成为他一
生中珍贵的回忆。

回国的这几个月，袁江磊一
直忙着做同一件事——制作个人
骑行纪录短片。“我一路拍了
800G视频和300G照片，这里面
的故事多得数不清。”按照他的设
想，他的作品会朝两个方向走，

“一个是短片，往网络平台走；一
个是长片，要花时间和精力投到
户外电影节。”他说，月底推出的
个人骑行纪录片是短片，共计30
集，每集七八分钟。经验不足的

袁江磊坦言自己有些迷茫，“我不
熟悉这类纪录片的制作和市场，
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进。目前我还
在修改样片，暂时还不知道之后
怎么推广。”

记者问他，未来想从事什么
工作？“最好能从事户外影像类工
作，比如拍摄旅行、攀岩、登山
等。”这个阳光男孩说，只要有机
会，他都想去试试。

记者 庞锦燕

骑行纪录短片将于月底推出
希望未来能从事户外影像类工作4

花费将近6万元人民币
一路风餐露宿，却乐在其中

也曾退缩和纠结
但坚信这一程没有白走

360360天天
1600016000公里公里
1616个国家个国家
宁波90后小伙袁江磊

从非洲一路
骑行回中国

1
2

3

2016年9月，在非洲完成两年任教任务
的90后宁波小伙袁江磊，带着70多斤重的
物资，骑着自行车踏上了从西非骑行回中国
之旅。骑行360天，走了16000公里，途经
16个国家。去年9月，他带着一路拍摄的
800G视频和300G照片回到老家奉化。

“我很感谢26岁的自己，这一年的旅程
让我多了一种体验，多了一个看世界的角
度，也多了一些内心的平静。”昨日，人在重
庆的袁江磊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透
露，由他制作的30集个人骑行纪录短片将
于本月底在网上推出。

袁江磊在摩洛哥亚特拉斯山脚下的河谷里推行单车。

袁江磊在非洲路边花地露营

袁江磊在非洲路边花地露营。。

在贝宁孔子学院与当地学生合影

在贝宁孔子学院与当地学生合影。。

在土耳其卡帕多奇亚露营在土耳其卡帕多奇亚露营。。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