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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老照片上，18 岁的严春江身穿一袭白裙，当
年，她回到家乡文昌，推着一辆称得上奢侈品的凤
凰牌自行车，背后是海南岛那个年代特有的椰林景
象。笑容灿烂的她模样和林青霞相似，而如今，年过五旬
的她依旧阳光。
或许就是从那时候起，严春江就和自行车结下了不解
之缘。

海口市自行车运动协会会长严春江谈自行车运动

用心发现 骑行一路有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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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安特中国车友
欧洲骑游记

其实，在见到严春江之前，小编根本没想
到要采访的自行车骑行高手竟是一名女性。前
两天，她刚和另外几名小伙伴从欧洲骑游回
来。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痕迹，却没有带走她阳
光般的笑容。
1999 年，严春江开始接触自行车运动。那
个时候，骑行运动并不普及，出于爱好，她和
骑友们成立了一个名为“好伙伴”的自行车俱
乐部。经过三年的发展，2002 年，俱乐部慢慢
变成了自行车协会。一直到今天，协会已有上
百名成员。

骑行老手
从海口到琼海只要半天
“参加环法赛是我们骑车人的一个梦想。”
严春江告诉南岛晚报记者，他们一直想骑出海
南岛，骑出中国，此次恰巧碰到这个机会，但
出于各种原因，他们的准备时间很仓促，短短
一个月内，17 名海南队员和 14 名内地队员组成
了一支骑行队赶赴法国。
说起这次的欧洲行，严总和在场的另外四
名骑友依旧回味无穷。“回来后的这几天，我们
还一直在微信上互相发当时的照片。”她说，当
时一天骑六七十公里，沿途欣赏风景，晚上还
会在微信朋友圈里及时发布一天的收获及心
情，一点都不觉得累。
一名年轻人说，他一天骑行五十公里就是
极限了，而几名老前辈表示，一天骑行一两百
公里对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从海口骑自行车
到琼海顶多就半天时间，听得在场包括小编在
内的三名年轻人自愧不如。

香波古堡

骑友们在古堡前合影

森林骑行

身后大片金
花色的麦穗，丰
收的季节来啦！
这里也是法国的
粮仓，天涯骑驴
俱乐部的丽人
Liv 女骑侠“珍
姐”，与法国领
骑合影留念。

DAY1

欧中友协及其主席让·阿兰·杜索先生全法自行车旅游联合会及其主席多米尼克。拉姆莱
尔先生，您们好：
感谢您们在法国的热情接待与关照，感谢您们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尽管我们已经回国
一周了，但您们的音容笑貌一直烙在我们的脑海里。
六月的法国，风和日丽，正是骑车浏览的最美季节。但无论是在蓝天白云下，还是在狂风
暴雨中，贵协的领骑和导游，都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并在 6 天内完成了 400 余公里的骑游。
一路上，古堡的沧桑，乡间的美丽，巴黎的奢华，都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当然，这
一切得益于您们精心设计的线路和贴心的服务。车坏了有人修，人丢了马上找，有需要及时
办。尤其是归国途中，于导还为丢表的团员多方查询并找回。
情义无价，友谊长存。法国是美丽的，中国的海南岛也是美丽的。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之
际，我们诚挚邀请贵协尽快派员到海南参观游览指导，并希望缔结为友好协会。
再次感谢，欧中友协、全法自行车旅游联合会、法国欧亚、北京欧亚的领导以及相关工作
人员对本次组织骑游欧洲四国行热情的照顾。
此致
海南省自行车运动协会
天涯骑驴俱乐部

6月5日
天涯骑驴骑行团，到达法国布卢瓦，
受到布卢瓦女市长、欧中友好协会主席、
协会林根生董事长、法国全国自行车旅游
联合会总监等法国友人代表团的迎接。

DAY2

6月6日
参观卢瓦尔-谢尔省的首府 Blois 老城
区、布卢瓦城堡。

DAY3

6月7日
骑 行 布 卢 瓦 Blois- 沙 托 丹 Chateaudun。

DAY4

6月8日
骑 行 沙 托 丹 Chateaudun- 沙 特 尔
Chartres （骑行约 65KM） 虽然路程不远，
但是今天起伏坡度是法国骑行经来难度最
大的一天。

DAY5

6月9日
早晨骑行至 Rambouillet 森林中，后
骑行至 La Bergerie Nationale 法国国家农场
参观。

沙特尔大教堂前全体合影

DAY6

6 月 10 日
朗 布 依 埃 Rambouillet - 凡 尔 赛 Versailles-巴黎 Paris。

海南环境适合骑车
硬件设施有待完善

J OY WEEK

捷安特在中国市场做了 22 年推广，从一开
始一个月卖不出一辆自行车到如今海南地区一
年上万辆的销售量，可以看出，自行车运动爱
好者的数量正呈井喷式增长趋势。
谈及本地自行车运动，严春江称，和大省
市及国外相比，海南自行车运动仍处于初级发
展阶段，虽然海南每年加入骑行队伍的人数比
例最高，但许多硬件的配套设施仍有不足的地
方，例如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就是海南发展骑
行运动的软肋，许多骑行爱好者只能沿着机动
车道边上前进，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严春江告诉我们，荷兰的骑车氛围很好，
夜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专门的广场骑车，景
象十分壮观。“海南发展骑行运动最大的优势就
是环境。”她说，在海南，一年四季都有骑车，
骑友们非常希望海南也能有专门的骑行场地，
不要辜负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

6 月 5 日由欧中友好协会、法国全国
自行车旅游联合会、北京欧亚、法国欧亚
组织。捷安特海南天涯骑驴俱乐部发起，
赴欧贺中法建交五十周年骑行交流，骑游
欧洲四国。
骑行团分别由捷安特海南 17 人、捷
安特广州 7 人、捷安特山西 5 人、捷安特
浙江 2 人，组成的 31 人骑行交流团。
同时参加此行活动的海南省自行车运
动协会赵建生会长以及捷安特海南天涯骑
驴俱乐部创始人严春江会长 （海口市自行
车运动协会会长） 等代表团与法国全国自
行车旅游联合会相关负责人相互交流探讨
学习法国领先的自行车旅游经验，同时还
将增送海南特色旅游纪念品给法国全国自
行车旅游联合会友人。
本次活动将完整领略骑游法国风情，
主要骑行以浪漫之都的巴黎，以及法国最
著名的自行车旅游专线，卢瓦尔河谷地
区，每年将有 80 多万来自世界各地骑行
者骑行此地。他们将在十一天行程中，六
天在法国境内骑游约 400 公里，同时在全
法自行车旅游联合会 FFCT 总部，举办中
法车友交流庆功会，颁发骑行认证书等联
欢活动。期间天涯骑驴车友团还将搭乘车
前往比利时、德国、卢森堡等国考察学习
领先的自行车旅游经验。

行程

来自海南省自协天涯骑驴的感谢信

把骑行当做享受
用心发现就很美
从欧洲回来，严春江最大的收获就是，原
以为骑行的目的是为了养身，此次出行却让养
身的初衷得到了升华——那就是养心。“每个地
方都有不足，用心发现骑行路上的美，那么你
所到达的每一个地方都会很美。”
在严春江看来，骑自行车是一种时尚和享
受，也是品味品质生活的一种方式。她提倡
“快乐骑车，快乐健身”，抱着这样的想法，骑
行会变得很轻松，“不知不觉就到达了目的地。”
一名被大家称为“独骑英雄”的大姐告诉
记者，她 2010 年退休后从上海来到海南，加入
到骑行队伍。现在，骑自行车已经成为她生活
的一部分。她说： “我很享受这种快乐的骑行
生活。
”

□南岛晚报记者 毕卉

DAY7

6 月 11 日
骑游巴黎市内 （骑行约 22km）。

骑行中途小
镇体息中。看他
们的表情，看不
出一点疲惫。

DAY8

6 月 12 日
完成骑行今日继续巴黎游。

DAY9

6 月 13 日
今日巴黎早餐后整理行囊，乘坐旅游
车前往卢森堡，游览宪法广场，贝特鲁斯
大峡谷，阿多夫桥及大公宫殿等。

DAY10

6 月 14 日
今日早餐后乘车前往德国西部莱茵河
畔名城和重工业城市。

DAY11

6 月 15 日
早上吃完早餐后乘车从比利时首都布
鲁塞尔到法国巴黎，返回归国到北京。

快乐的结束了欧洲四国游，准备回家了

途经布卢瓦田园

本版图片由海南省自行车运动协会、
天涯骑驴俱乐部提供

穿越布卢瓦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