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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残志坚手摇三轮游全国
文/秋实
再等了，我要环游全国实现直播
梦。
”
对吴士峰来说，因为身体方
面的原因，要想实现环游全国的
梦想着实不易。深知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的他，为了避免驾驶机动
三轮车容易出现故障和较多限
制，达到既方便又安全的目的，
起初他想购买一辆手摇三轮车。
可是，他一打听，在市面上买一
辆手摇三轮车价格太贵。于是，
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他产生了
一个大胆的想法：“自制一辆手摇
三轮车。
”
有了这个想法，吴士峰开始
着手设计制作手摇三轮车。他从
网上淘到了旧的山地自行车和残
下，他想扔下那辆不争气的三轮 疾人比赛车，然后把两辆车子拼
接到一起，在上面装上变速器。为
车一走了之。
幸运的是，正在他无计可施 了旅途中可以应付上山下坡各种地
之际，一位路过的中年男子对他 势 ， 他 的 手 摇 车 可 变 7 个 挡 位 ，
”
说：“我帮你看看吧，说不定能帮 “不过我常用的也就仨。
考虑到胳膊没有腿有劲儿，如
到你。”吴士峰喜出望外。很快，
那位中年男子帮他修好了三轮车。 果还按照一上一下脚蹬的方式，假
原来那位中年男子是附近一家修车 如遇到上坡只有一个手能使劲儿，
店的老板，外出办事正巧碰到吴士 很吃力。为此，他把脚蹬改到了身
前，两脚蹬的高度也改成一致，这
峰在那里犯愁。
三轮车修好后，吴士峰高兴得 样俩手平握更能使上劲儿。经过不
拿出钱表示感谢，被对方婉言谢绝 懈努力，今年 4 月，他的“手摇三
了。让吴士峰没想到的是，中年男 轮车”终于正式成型。
吴士峰介绍，他设计制作的手
子看到他身体不便，又不懂得三轮
摇三轮车看起来简单，实际上花了
车修理后，帮他修好三轮车的同
时，还教给他机动三轮车一些基本 大量心血才设计制作完成。比如为
做好车子速度稍快转弯容易侧翻的
的保养和维修措施。
问题。经过不断尝试，他在车把下

非常视点
现年40岁的吴士峰，起初跟随弟弟到省城济南打拼。后来在大明湖风景
区跟别人学会了吹萨克斯。喜欢上吹萨克斯后，他曾经驾驶着一辆机动三轮车
去过威海和烟台等地卖艺。去年国庆节后，他萌生了环游全国的想法，因觉得
机动三轮车有很多限制，自制完成了一辆手摇三轮车。4月18日一早，吴士峰
从济南出发，第一站是淄博，然后是烟台、威海，最后一路向南到海南，预计两年
后返回。他说，虽然自己身体残疾，但也要活出别样人生。
斯，他一下被优美的音乐迷住了，
在那里接连听了好几首曲子。
从那以后，只要有时间他就去
听。后来有两次，他在听人家吹萨
克斯的时候，那个人自带的音响忽
现年 40 岁吴士峰是菏泽鄄城 然不响了。那个人弄了半天也没捣
人。因从小患小儿麻痹症，他的双 鼓好，吴士峰觉得机会来了，他过
腿无法直立行走。虽然身体残疾， 去说：“我帮你看看吧。”“你能行
但吴士峰从小很要强，他从读书开 吗？”那人用怀疑的语气回到。结
始就经常自己爬着去上学。后来， 果，时间不长他就修理好了音响。
因为经常外出爬行，他穿的裤子很 “行啊，真没看出来，谢谢！”那人
快就被磨破。无奈之下，他又改成 冲他树起了大拇指。
“我想跟你学吹萨克斯行吗？”
蹲着走 （用手扳着脚）。不过，读
到初中一年级时，吴士峰还是因为 吴士峰嗫嚅着说道。“行啊！欢迎
随时来学。”那人当即答应。于是
身体方面的原因辍学了。
辍学在家后，吃饭、睡觉、看 第二天，吴士峰就花 700 元钱买了
电视，吴士峰宅在家里过了多年无 一把二手萨克斯。从此，每天卖完
忧无虑的生活。但一向不服输的 报纸后就去大明湖跟
他，心里却始终盘算着早点自食其 人家学吹萨克斯。学
力，替父母分担生活压力。父母怕 成出师后，他开始在
他出意外，只好让他闲在家里，一 大明湖、泉城广场等
闲就是 10 多年。快 30 岁的时候， 吹 萨 克 斯 卖 艺 。 不
久，吴士峰把报摊转
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一次，在济南从事电焊生意的 给别人，专门吹萨克
弟弟问他：“哥，我现在缺人手， 斯在济南卖艺，变身
你想不想去？”“我早就想出去了， 成了“街头艺人。”
后来因不愿意看
现在有机会了，当然想去！”吴士
房东的脸色，他产生
峰兴奋地回答。
第二天，吴士峰跟家人说出了 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想去济南的想法。“出去学门手艺 “流浪卖艺。”于是，
也不错，至少将来可以养活自己。 他退掉租住的房子，
用卖艺赚来的钱买了
去吧。
”这次家人没有阻拦。
就这样，吴士峰跟着弟弟来到 一 辆 二 手 机 动 三 轮
济南。一开始，考虑到他身体不便 车。把自己全部家当
的实际情况，表弟只安排他看看 搬到三轮车上，那辆
店，做些较为轻快的活计。后来， 机动三轮车成了他的
一直励志想自食其力的他开始学习 家。不过，出乎别人
电焊，并通过努力学习，渐渐地可 意料的是，他不再局
以独当一面。“了不起！真是不简 限在济南卖艺，他先
单！”看着他身有残疾，干起电焊 后曾去过威海、烟台
来一点不比正常人差，一些顾客不 杭州等地卖艺，开始
由得夸奖他。吴士峰也暗想：“用 半流浪半卖艺的“自
在”生活。
不了几年就会积攒下积蓄。
”
吴士峰从来不盲
不过，出乎他意料的是，在他
干了三年电焊的时候，因为行业不 目卖艺。他每次外出
景气，他不得不“离岗”当起了 都会根据季节选择要
去卖艺的城市，一般
“济漂。
”
“我到底做什么好呢？”不做电 会在一个城市待七八
焊后，吴士峰开始谋划新的工作。 天。夏天天热时，他就去威海、烟
吴士峰心里清楚，以他的身体条 台这样的海滨城市避暑；寒冬腊月
件，想找份满意的工作并不容易。 时，他则去浙江、福建等省份避
思来想去，他最终决定：卖报纸。 寒。
久而久之，他越来越喜欢这种
于是，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和准备，
漂泊、自由、新鲜的生活。“我仍
他在济南洛口摆摊卖起了报纸。
“对我来说，卖报虽然也不轻 记得在杭州时，看到钱塘江大潮的
快，但至少可以维持生活。”吴士 那一刻，我心情无比激动、澎湃，
经常把车开到钱塘江观潮，那次我
峰如是说。
在杭州待了一个月。”吴士峰如是
说道。
不过，吴士峰外出卖艺也并
非一帆风顺。一次去烟台返回济
南的路上，快到济南时他的机动
三轮车抛锚了。他虽然有一手电
吴士峰有个习惯，卖完报纸后
气焊技能，但对修理三轮车却是
喜欢去大明湖游玩。一个偶然的机
个“门外汉”，他自己在路上捣鼓
会，他看到亭子边上有人在吹萨克
了大半天也没修理好。一气之

行走困难
远赴省城打拼

爱上音乐
吹萨克斯卖艺

环游全国
欲当励志主播
有了交通工具等于成功了一大
半。接着，吴士峰根据以往外出卖
艺积累的经验，很快设计出一个环
游全国路线图。4 月 18 日一早，按
照环游计划，他奔赴环游第一站：
淄博。然后到达烟台和威海，再一
路向南……
“你身体不便，手摇三轮车环
游全国，想到过困难吗？”看到简
单的行囊，有人关心地问他。吴士
峰微笑着解释：“别小瞧我这辆手
摇三轮车，我车里有手机、水桶、
充电器、雨衣和维修工具。我已经
做好了万全准备，谢谢你们关心。
”
面对别人怀疑的目光，他说自己
还有一个特殊装备：一块太阳能面
板。有了这个就不怕手机没电了，只
要是有太阳就能往那个电瓶里充电。
另外他还特意把这个太阳能面板做成
了个活动的，连着一个长电线。夏天
很热的时候可以从阴凉里休息，把太
阳能面板放在太阳里补充能量。
”在
场者都对他树起了大拇指。
顺利到达第一站淄博后，吴士
峰开始利用下午五点到晚九点的时
间段吹萨克斯卖艺。晚上就支开随
车携带的帐篷睡在车站或是桥下。
让他有些遗憾的是，因为手机流量
的问题，他只开了几分钟的直播就
被迫下线。不过，他表示会尽快想

手摇车车行走
吴士峰感动之余在本子上写
道：“我虽然双腿残疾，以后不仅
要有解决战胜困难的勇气，还要懂
得感恩，学会无私地去帮助别人。
”

发挥特长
自造手摇三轮车
吴士峰除了热衷卖艺，空闲的
时候他还喜欢上网浏览新闻。每次
在网上看到有人做各种直播时，他
就非常激动，渐渐地他萌生了一边
卖艺一边做直播的想法。不过，因
为自身身体和经济方面的原因一直
未能如愿。
2017 年国庆节后，随着年龄
的增长，他终于鼓起勇气：“不能

方装上转向轴，让轴体的延长线与
前车轮和地面的接触点在同一直
线，“这样转向就很灵活了，有效
避免了翻跟头。
”
吴士峰的乐观向上感动了很多
人。制作手摇三轮车的过程中，起
初他担心没有地方焊接，完成不了
手摇三轮车的制作。为此他愁得眉
头紧锁。后来有个好心人了解他的
想法后，把他叫到自己开的焊接厂
子，给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
他成功完成手摇三轮车的焊接工
作。
后来，为了让自己更加与众不
同，制作完成手摇三轮车后，吴士
峰专门往车上插一面小红旗，在车
后写上：自造残疾人车游全国第一
人“招牌”
。

法解决直播问题，让网友分享到他
一路上的精彩，传播社会正能量。
对于有人环游全国出书成“网
红”的事实，吴士峰说因为他文化水
平不高，环游出书的梦想恐难以实
现，但他会把一路的风景和当地的传
统民俗等拍摄下来，完成环游全国的
梦想后，等有合适的机会，他想出一
本画册。他说出画册并不是为了出
名，而是想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情，也是让自己的人生不留遗憾。
说起开启环游全国的感受，吴
士峰兴奋地说：“我现在每天忙忙
碌碌，很充实，也很踏实。我始终
觉得，一个人只要保持上进、快
乐、善良的心态，即使身体残疾，
也一定能活出别样人生。
”
（本报特稿 版权所有 转载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