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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表情

□陈炜

就像一场春雨之后田野里生动的小草，刚

刚顽强地问世，就很快蓬勃地覆盖了大地。这

样的感觉，是我在不久前被一种叫作“共享单

车”的新潮自行车包围时，产生的。

黄的、绿的、红的、蓝的……缤纷的单车，

仿佛在一夜之间出现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

地铁站、马路边、校园里、公园门口、电线杆下，

到处是它们的身影。用彩虹的色彩来形容近

30个品牌的共享单车，显然已经不够用了。在

“网约车”兴盛了一阵子之后，意欲完成“出行

最后一公里”使命、以“共享”为突破口的小小

单车，正上演一场悄然无声却又轰轰烈烈的

“颜色革命”。

单车，真的不单——既不孤独，更不简单。

于是我更加相信：需求，是创新的动力；需

要，是最好的动员。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社

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求,这种需求就会比十所

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当城市的拥堵变得不堪的时候，摩的出现

了。虽然一个打扮光鲜时尚的纤纤女子，搂着

一个粗糙简陋大汉的后腰反差有点大，尽管摩

的既不太遵守交通规则，又缺少安全保障，而

且一点也不比出租车便宜，甚至那电摩坐上去

让人有点胆战心惊，但它堪称精湛的蛇行、逆

行、钻行、疾行的能力，总能将你最快地送达目

的地——总比在寒风中、在骄阳下站在街边苦

等好吧！在“摩的摩的”的招揽声不绝于耳挥

之不去的时候，共享单车来了。它或许就是

“终结者”，正把摩的送进历史。

每天早上，当斑斓的共享单车载着衣袂飘

飘的青春男女从身边划过的时候，当朝霞映红

共享单车上少年的脸庞诠释出英姿飒爽的时

候，当共享的理念风一般地吹绿全社会的时

候，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新的“摩登时代”正在

诞生。这时代正在同绿色和简约携手，与拥堵

抗衡，向雾霾宣战！

在这里，请允许我借用一下马尔克斯先生

著名的将来过去完成时态的写法：多年之后，

面对绿色通畅的城市交通，我将会想起，父亲

用自行车驮着我在马路上兜风的那个遥远的

下午……

那时我还很小，小到需要父亲轻轻地把我

抱起来，斜放在单车的横梁上。那大概是我第

一次“骑”自行车。当然，自行车是后来的叫

法，当时人们都称单车为“洋车”。其实，洋车

不洋，都是本土制造，只是将这种形制来自西

洋或东洋的脚踏车顺便挂上“洋”头罢了。

坐在父亲温暖的臂弯里，看着脚下的土地

疾速地后撤，看着前方的景致热切地欢迎，是

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甚至不会在意屁股下面

生硬而冰凉的横梁所带来的不适，我只顾猛烈

地双手掀按着晶亮的马蹄形铃铛，“疯狂地爱

一次，忘了自己”。

后来我知道，那是我们家的第一辆自行

车，是父亲用一个半月的工资从别人手中买

的二手车，产自上世纪 60 年代的“白山”牌自

行车。那车真够老的，比我的年龄还大，前

脸眉心上，是一个由层层白色三角形峰岭组

成的群山，远山后面是霞光闪烁的背景，很

像早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片头的

景 象 。 这 辆 产 自 东 北 沈 阳 自 行 车 厂 的“ 文

物”，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还驻扎在我舅舅家

的院子里，前叉的嘴部有累累的青铜焊痕，

脚踏板已经被两个厚墩墩的方形木块替代；

车 把 上 的 铃 铛 不 见 了 ，却 别 了 一 根 冰 糕 棒

儿，链条脱落时会用得着；前轮的泥瓦和闸

皮都没了，骑行的时候，一只脚得随时准备

着充当刹车——抵住车轮，随着一阵“嗤嗤”

的摩擦声，鞋底处冒出一股淡淡的黄烟，然

后，稳稳站住。现在想来，当年骑单车还挺

锻炼人的协调能力的。

再后来，生活好了，买个自行车不再隆重

得先造预算，然后开源节流颗粒归仓，再托关

系走后门弄指标，最后才能咬牙跺脚地推回来

一辆“加重永久”或者“轻便凤凰”，然后每天像

伺候皇上一样忠心耿耿小心翼翼，掸尘擦拭上

油打蜡，下雨不骑，下雪不骑，泥泞不骑，路赖

不骑，过个浅沟小坎还得扛在肩上，一不留神

被人偷走得难受半年，在心里无数次地诅咒贼

偷他不得好死……

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用两个月的工资从

商店买了自己的第一辆“飞鹰”牌自行车，也是

图便宜，却常常五十步笑百步，取笑同事的“雉

鸡”牌是“小母鸡儿”。后来，属于我们的那些

“俊鸟”，不管是“凤凰”还是“飞鸽”，不管是“雉

鸡”还是“飞鹰”，都先后被贼人“掏”走了。我

们那也是具有大无畏的冒险精神，小车不丢只

管骑，前赴后继，屡失屡买，屡买屡失。就像当

今买房一样，总是跟不上趟，几乎每个人都有

一本辛酸账！

前年送儿子去成都读书，在二手自行车

市 场 看 中 了 一 款 便 宜 又 轻 便 的 蓝 色 单 车 。

那个瘦小的老头儿——想赚点差价的中间

商 —— 信 誓 旦 旦 地 称 赞 这 车 骑 着“ 安 逸 得

很”，却闭口不提车子的硬伤——右侧的脚踏

板正是一块方正的木板，蹬踏时每一圈都会

有节奏地“咯噔”一下，接着是一声悠长而散

漫的“吱扭扭——”，安逸是安逸，却有些招

摇。我家的那年轻人并不说话，只拿眼定定

地看我。望着街道上衣着时髦“坐骑”鲜亮的

大学生们，我突然读懂了那眼神：丢不起那个

人！罢了。

转眼，世道就变了。你根本不用操心再买

自行车了，更不用担心轮胎扎瘪了，链条脱落

了，车被偷走了，大街上满眼都是新崭崭的共

享单车，扫码可骑啊！网上有人问卷调查，说

有一款单车的车座最舒适，坐上去，昔日重来，

会有一种高中时初恋的感觉！

您不妨也去体验一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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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公益，我高兴”

单车不单

□崔鹏 王倩

“接到电话那一刻，我有一种抽中大奖的
感觉!”家住内乡县城关镇的庞林立知道，非血
缘关系间造血干细胞配对成功的概率接近十
万分之一，但如此低的成功率让自己遇上了，

“这是生命的缘分”。
2015年 5月即自愿采集血样加入中华骨

髓库的庞林立，一年后接到当地红十字会的
通知，说自己与北京一位患者配型成功，他没
有任何犹豫，第一时间就作出了同意捐献的
决定。然而，得知消息的亲朋好友却担心影
响他的身体和家庭，曾多次劝阻，甚至还有人
说他“傻”，说他想炒作出名。但上有年迈老
母亲，下有两个幼儿的庞林立却执着地认为，
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捐献“生命种子”救
人，是用生命拯救生命的神圣使命。前不久，
历经4个多小时的采集，他捐献的216毫升造
血干细胞混悬液被送往北京，并于当晚输入
患者体内。

“能通过这种方式救人一命，我高兴！”挽

救了一位素不相识的生命，庞林立感到前所未
有的欣慰和自豪。

“我这个儿子心善，经常帮助别人，他能这
样做我不感到惊讶！”庞林立72岁的老母亲虽
然心痛儿子，但却支持他的善举，她说，“救一
个人就是救一家人，这是积善行德的好事，如
果有需要，我还希望我的其他孩子也捐献。”

“他在部队时就是热心人。”前来看望老战
友的谢海蛟说，“他做了一件挺伟大的事儿”，
在部队，他就曾荣获三等功1次、嘉奖6次。

“他还是一个‘铁杆儿’志愿者。”内乡县志
愿者联合会理事长江楠介绍说，每次开展志愿
者服务活动，他都积极策划、筹备、组织、参与，

“几乎没落下一次。”
在江楠的手机里，存有许多张庞林立参加

公益活动的照片。最近一次照片，是春节后内
乡下大雪时，他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带着棉被、
衣物和米面油等礼物，到山区走村入户送温暖
时拍的。

在众多志愿者眼里，庞林立就是一个热心
肠：2016年秋天，庞林立得知内乡高中一位老

师的儿子因患白血病无力医治时，便忙前忙
后，牵头在县邮政广场组织大型募捐活动，募
集善款近20万元；自己的两个孩子没人看时，
他就带着他们一起做公益，坚持“一次都不落
下”，而面对他人的赞誉，他却总是一句“我这
都是小事，活动第一”来轻描淡写……

热衷参与公益活动的庞林立，还多次深入
敬老院、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家中送温暖，还组
织爱心送考、慰问环卫工人等。当问及做了多
少次公益活动，庞林立只是简单的一句“多少
次记不住了，也没刻意记过，咱又不图别人回
报，能帮一个是一个。”

在庞林立的家里，还有河南省红十字会、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颁发
的荣誉证书和一沓厚厚的无偿献血证，记载着
庞林立的善举，记录着这个平凡人的大爱。

“这对自己只是一件小事，但对患者却是
救命的大事，换谁都会去做的。”庞林立说，他
还有这样一个心愿，“希望有更多的人投身公
益事业。做公益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赠人
玫瑰，手留余香，于人于己都好。”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魏红 乔连军

雨淅淅沥沥。踩着泥泞，商水县舒庄乡抓工业的乡干部又来到三

所楼村的王旬家，再次动员她把加工布艺玩具的家庭作坊搬到乡里新

建的厂房扩大规模。但王旬却有顾虑：扩大规模是好事，可作坊里不少

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有行动不便的残疾人，真搬去了，她们怎么办?

王荀的家庭作坊，目前有400多人，其中每天都来上班的有五六

十人，几乎清一色是附近村落的留守妇女。

“能不能在俺村设个代工点，让我在家
也带几个人，这样就不用抢工位了。”有一
天，离王旬家三四公里远的月华怯生生地
说。

“我咋就笨到连这一点都没想到呢？”王旬
笑着说，她目前在7个地方开的“分作坊”就是
这样产生的。而且，她还极力鼓励熟手都拿原
料回自己家加工，因为怕有些姐妹家庭困难，

“机械设备我给她们提供，电费我包！”
美国、法国、意大利等19个国家和地区

的代加工订单纷至沓来，王旬的“作坊”从开
工到现在还从没因缺订单而停过工。然而，
随着许多姐妹在自家干，也出现了问题：
2015年底，细心的王旬发现一个姐妹送来
的代加工活，样品要求用的白线，被用成了
肉色线。眼看合同期临近且拆着比做着难，
返工时，王旬还是给工人加了拆线钱，并向
订单老板说明了情况。后来，老板扣加工费
时，王旬自己悄悄承担了下来。事后的一天
晚上，这个姐妹的老公酒后来到王旬家，这
样表达了歉意：“我们曾和许多厂家合作过，
数你最实诚！”“在我这儿干活，我首先要保
证的是你能赚到钱，我自己吃点亏不算啥！”
王旬说。

这件事也让王旬吸取了教训，每个代工
点都要在她这里按要求做好样品后才能拿
回家生产。

在王旬这里干活的，几乎都是家庭不富
裕的“留守妇女”。今年 72岁的王老汉，是
唯一的“男工”，每天早上 5点准时来干活。
王老汉的老伴前年去世后，二儿子意外走
失，撇下三个孩子要由他养活。“王旬知道俺
家情况后，让俺在她这里干活。俺现在的工
资足够俺和孙子们的日常开销了！”

小霞和丈夫身体都有残疾，丈夫开了间
小卖部维持家用，小霞找到王旬看能不能给
她点活干，王旬二话不说就给她安排了力所
能及的工位；同样因家中变故，反应迟钝的
女工，别的厂不乐意收，王旬不拒绝，还会特
意安排她和熟工搭班……

“我在家门口办厂的目的就两个，一是
让大家还都能照顾家，二是让大家在家门口
就能挣到钱。只有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我
才会感到心里踏实，也会感到光荣！”

如今，40岁出头的王旬不仅使周边村落
400多名“留守妇女”有了挣钱机会，也有了
100多家长期合作的代工“家庭作坊”，赢得
了十里八村乡亲的赞誉。1

初中毕业后，16岁的王旬跟随堂姐，第
一次踏上了南下列车，成了东莞一家毛绒玩
具厂的“打工妹”。当时这家玩具厂还是国
企，一个车间有3000多名员工。

进厂第一周是培训。师傅全是当地人，
语言不通加上知识匮乏造成的理解失误，让
王旬倍感压力，“早知这样就该多上几年学再
出来打工，好多简单的道理硬是弄不懂”。然
而，王旬却不敢有回家的念想——家里穷得
吃饭都成问题，回去，只能给父母增加负担。

咬牙坚持。王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
定要学会。

一年半后，王旬不仅开始做玩具的头部
工序，还被提拔为组长。在这家玩具厂，她
是第一个当上组长的外地人。

小组的出货质量高，也使性格温和善良
的王旬深受老板认可。企业扩大规模时，老

板直接增加了1个车间，让她去当主管，“我
的工资也从学徒时的100多元涨到3000多
元，这是当时这家厂里打工人群中最高的”。

24岁，结婚成家的王旬多次提出辞工，但
都被厂方挽留了。“产假没歇够老板就一个劲
儿打电话催我回去。”王旬说，正是在回商水休
产假这段时间，她发现村里村外好多姐妹因为
生产、带孩子，不能再出去打工而成了“留守妇
女”，“年纪轻轻就不能挣钱了，多可惜呀！”

一个念头倏然在王旬脑海里产生了：如
果让这些姐妹既能在家带孩子又能工作，那
该多好。

多年的接触，王旬和老板建立了真诚的
信任。她把自己准备回家乡创业的想法告
诉老板时，老板的眼前也是豁然一亮：“好主
意！你就在家干好了，代工的原料由我提
供，咱按单结算！”

1987年，在当地政府和家人的支持鼓
励下，王旬租下乡供销社的空闲仓库，左挪
右借购买了80台二手布艺玩具生产机械。

张贴了几十张招工“小广告”，王旬还走
村串巷去了一些姐妹家，大道理也不多说，只
是问：到我那儿，每天工作时间长短由你自己
定，家里有事儿你也可以不来，愿意干不？

80个工位迅速满员。一时间，偌大的仓
库里机声隆隆，笑声阵阵。工作中，该喂孩
子的停下机器扭脸走人，有事儿几天不来也
行。看似疏于管理，但工作是计件的——不
少姐妹为了多挣钱，晚上还把原料拿回家边
看电视边加工……

十来道工序的收入也是大家商量着定出
的价，其中一单玩具熊的定价是这样的：“扯
鼻子”三分二，“上鼻子”八分，“上面部”一毛
三分五……“每道工序的价钱都写在纸上贴
在墙上，大家都觉得不合理时，咱随时调整。”

一年后的腊月二十六，是一个开心的日
子。半夜 11点多，王旬和丈夫盘算了一下

年收入，8万多元！
“这比我在外面打一年工要强太多了！”

这一夜，王旬激动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信心
更足了，“我得再扩大规模，让那些准备出去
打工的姐妹能在家门口挣到钱！”

用自己和两个哥哥的宅基地，王旬盖起
一间近300平方米的厂房。30台、50台，制
作机械一再增加，但要不了多久，工人都会
再次满员。这期间，左邻右舍几个六七十岁
的老太太也来了。

来者不拒。而且王旬还根据她们的能
力，分配给不同的活儿。像郭改、周品两位
70多岁的老太太，给她们安排的活是钉扣
子，虽然钉一个扣子几厘钱，但两个老太太
一个比一个干得开心，“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干点活儿挣点钱有啥不好？”77岁的郭改老
人说，她现在一个月也有近2000元收入呢。

场地有限。加入的姐妹越来越多，一些
来晚的姐妹往往没有工位干不成活，这可怎
么办？

回乡创业

共同致富

“打工妹”的
家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