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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民（杞县）

我和车的故事，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
期的农村老家。

那时候我刚上小学，跟着我玩的是一帮
比我小的弟弟妹妹。有一天，我突发奇想，让
他们坐到一辆架子车上，拉着在院子里跑，然
后兴之所至，直接跑到了大街上。他们兴奋
地在车上手舞足蹈、大喊大叫，让我很自豪，
有种当老大的成就感。但是，当我们冲上一
个小桥的时候，危险发生了！坡度不大，但我
的力气实在太小，竭尽全力也没能阻止车子
下滑，最后连人带车一并翻到了路边的沟
里。车轱辘与车子分了家，“乘客”们一片鬼
哭狼嚎。我也吓得浑身发抖，好长一段时间
里不敢再逞能。

自行车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应该是1978
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每当有人家买了自
行车，都会去塑料厂买回一盘“皮子”把整架
车子包裹一遍，生怕磨掉大梁上的漆。然后
再用大红布绑到“尾灯”上，骑起来就像是一
匹大红马，神气得很。本家的哥哥姐姐谈婚
论嫁时，绕不过去的也是“三大件儿”：自行
车、缝纫机、手表。

小学四五年级时，家里还没有自行车。
于是每当有亲戚骑车到我家，我都会趁大人
们不注意把车偷偷推走骑上一会儿。那时我
们能见到的自行车主要有三个牌子：红旗、永
久和飞鸽。我的腿跨不上横梁，只能斜着从
三脚架的空当里插进去，这种骑法叫“掏腿儿
骑”。当时农村路窄，也不平，旁边往往是深
沟。为了学车，可没少摔跟头。不过，比起自
己蹭破点儿皮，我更担心的是摔坏亲戚的自
行车。灰头土脸地爬起来，往往是先把自行
车扶起，双腿夹着前轮儿、双手扶着车把，学
着大人的样子把车把校正。

1989年师范毕业在省会上班后，我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买了辆心仪的自行车。当时，

“赛车”开始出现，可以变速的那种。记得有
两个同事省吃俭用买了辆“赛车”，晚上可能
骑得太快、太拉风了，压了几个小混混的风
头，最后引起了一场斗殴，他们的自行车车条
也在争斗中断掉了。

有了自行车，社交的范围半径开始扩大，
爱情也随之而来。一开始，我和她一人一辆
自行车去公园、到邙山。后来就故意找一辆
自行车，我骑着、她坐上，春暖花开时在田间
地头奔驰，闻着花香、看着绿草、呼吸着清新
的空气。或是在夜深人静时在马路上滑行，
凉风习习，只听到自行车车链与齿轮的拉拉
声，这世界好像就只剩下我们俩了，真的很享
受。

所以，当前些年流行那句“宁可坐在宝马
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面笑”时，我觉得
太可笑了。真正的浪漫，他们不懂。

1992年前后，我赶潮流，买了辆摩托车，
外形不错，但是性能不太好。有一次我撞在
出租车上，乖乖地赔钱道歉。还有一天晚上
因为拐弯儿太急，一头撞在了邮局门口的邮
箱上，头盔烂了，眼镜也摔碎了，满脸是血地
回到小区，把看门的老人吓得够呛。那以后，
我不敢再骑摩托车了。

刚上班那段时间，啥都想过，唯独不敢想
的是拥有一辆汽车。到了2015年，孩子上高
中，为了接送方便，我们就买了辆私家车。等
到儿子考上大学，我就和妻子一起开始了国
内自驾游。

这几年可是没少跑，我们会在飘雪的时
节去南京看梅花，在月朗星稀时去泰山等日
出，在晨曦初露时去赶海，在夕阳西下时去草
原看“九曲十八弯”。倚松望日、隔竹赏月、踏
雪寻梅、听雨品茗，这些年轻时没来得及浪漫
的事，都在慢慢体会中。

2017年，趁着公休，我们驱车完成了向
往已久的西藏游。今年又趁着中秋和国庆长
假，看了看新疆的山山水水。趁着身体尚好，
妻子拟订了更详细的出行计划。以前的旅行
梦想，在不断向我们招手。7

□胡玉全（固始）

1975年，我出生在一个名叫桂岭的小村子，
老宅背靠的山叫桂岭头。我家在山的西面，而
山东面的村子里设有一个粮管所，周边几个村
的老百姓都要去买粮食、化肥等生产生活必需
品，或者开展茶叶、桐油、木耳等农资交易。我
家门前的小路，便成了当时乡亲们往返粮管所
的必经之地。

上山三里地，下山三里地。从春到冬、从早
到晚，四里八村的乡邻就这样不停歇地往返穿
梭于我家房前。粗犷的嗓门儿、友善的打趣，在
一脚高、一脚低的林间小道上此起彼伏。特别
是集中拉公粮的日子里，乡亲们一家几口齐上
阵，成群结队、翻山越岭，那阵势比赶集还热
闹。到了晚上，星星点点的手电和火把在山间
小路上摇摆，与空中的繁星交相辉映。每当这
个时节，奶奶总会烧好热茶，热情地招呼着熟或
者不熟的乡亲们歇脚、打尖。

一些乡亲需要翻两三座山才能到家，其中的
艰辛可想而知。当时，挑粮食的工具要么是箩筐，
要么是蛇皮袋。山路崎岖，常有箩筐侧翻和蛇皮
袋被石头扎破的情况。

待我上了高中，去学校一般也要翻过桂岭
头。与儿时往家挑粮食不同的是，我需要扛
着四五十斤重的大米从山的西面去往东面，
肩上还背着书包，手头儿拧着老妈精心熬制
的老咸菜。到了粮管所门前的公路，要么搭
顺道的拉煤车，要么搭载人力三轮车，或者蹭
同学的自行车，抑或是几个同学一道扛着粮
食步行 30 多里返校。那时年少，也不觉得辛
苦。1995 年开始，我在长沙上大学，去时仍是
非常艰难，要一早摸黑步行出村，依次乘三轮
车、小中巴、中巴辗转赶到信阳火车站，再挤
破头买去往长沙的绿皮火车票，回到学校已是
次日凌晨。

我在漯河参加工作后，渐渐亲眼见证了高
速公路大面积建设、铁路运力持续提升、高铁加
快发展以及普通老百姓私家车数量的爆发式增
长。现在，我从漯河去长沙参加同学会，两天一
个来回，时间非常宽松。从漯河回老家，当天往
返也不成问题。

老家也在“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
变”。山区很多村子修了公路，买

中巴跑运输的乡亲多了起来，
私家摩托车、小汽车也不鲜
见。搬到集镇上发展的人
越来越多，久而久之，老
宅门前的那条小路上，
行人越来越少，荆棘越
来越多，只有几位老
人偶尔穿行。

前 几 日 听 父 亲
讲，镇里为了发展经
济 、促 进 精 准 脱 贫 ，
已经在山的东面修了

水泥路。我想，不久的
将来，这条水泥路也许会

延伸到山的西面。而我可
以开着车，翻过桂头去，看看

老宅。 7

□刘露（周口）

2009年，夏。
绿皮车的车次是 1314，带着令人遐想的浪

漫。硬卧车厢里的一对母女正沉浸在欢喜之中，因
为女孩儿要去念大学了。

第一次离家这么远，母亲准备了一个大箱子、
三个大编织袋，装着被褥和衣服，还有满满的骄傲
和沉甸甸的牵挂。

她们从郑州出发，经停西安，走宝成线到达成
都，历时约30个小时。车厢里的烟味儿四处飘散，
空调时好时坏，大大小小的行李堆在架上。在卧铺
车厢，中铺和上铺只能“匍匐前进”，而硬座车厢里
有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三急”的人们和几米
开外但中间隔了几十号人的卫生间……

列车在秦岭间穿行。唯一的安慰，大概是窗外
悠然而过的山清水秀。

2010年，春。
大学第一个寒假结束，女孩儿返校，仍旧搭乘

火车。快车 K870，从郑州始发经停西安到达天府
之国，历时约24个小时。

元宵未至，北方还是隆冬景象，残雪含冰，枯草
未萌，寒风凛冽，一片萧瑟。

然而，火车慢慢穿过秦岭，窗外的一切都变得
不同了。

山谷里溪水潺潺，不见冰凌；偶见一树繁花，粉
黛亭亭；山坡绿意盎然，野花点点；薄雾笼罩山头，
如纱如幔。靠近成都，油菜花梯田层层分明又融为
一体，水塘映着蓝天白云，清新明丽。

原来，穿过秦岭就是春天，20 多个小时换来
的，是提前邂逅温暖。

2018年，春。
依旧是从西安到成都，高铁只需要4个小时！
多么神奇的旅程：在座位上小憩一会儿，睁开

眼睛，目之所及，已从皑皑白雪变成夭夭桃花！
飞速且平稳，高铁低调地穿过隧道，流线型的

车头利落地撞碎山间云雾，山峦、河谷、桥梁都被甩
在车后，铁道旁的树木仿佛在气流中狂舞。最新款
的智能手机摄像头，也难以捕捉一只展翅欲
飞的白鹭。

女孩儿不再需要背着一包日常
用品在睡前醒后排队洗漱。恒温
的车厢十分舒适，精致的妆容在
见到心心念念的接站人时也不
会令人尴尬地面目全非。

以往携带的“大包小包”
呢？统统交给物流好了。“从
门口到门口”的货物运输服
务网四通八达，水运、空运、铁
路和公路运输高效接驳，旅客
们可以一身轻松，优雅成行。

不到 10年，铁路出行就从
“准备万全的征战”，变成轻松惬
意的休闲。

就如同火车穿山跨江直入春风，
我们的祖国也早已经过了“严寒的冬
天”，走进了“温暖的春天”。7

□伊胜利（开封）

1977年深秋，20来岁的我第一次去北京。站在
天安门广场放眼望去，道路两侧行进着自行车“大
军”，中间是一辆接一辆的汽车。我掰着指头数着每
分钟过往的车辆，心里羡慕得要死：啥时候俺家乡能
有这么多汽车呢？

第二天，报纸上一篇“恢复高考制度”的新闻，让
我这个下乡插队的“知青”来不及游览故宫、颐和园和
八达岭，就坐上绿皮火车，辗转回到了老家那个偏僻
的小村庄。

那个年代，在城市里短途出行主要靠自行车，长
途出行主要是绿皮火车。而在偏僻的农村，乡亲们赶
集、走亲戚基本上靠步行，骑自行车是一种奢望，许多
人一辈子都还没见过火车的模样。记得每次回家，先
要步行 6公里到公社，然后乘车去县城，再转车到市
区。出行难、难出行，是我们这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40年来的变化，用“天翻地覆”来形容绝不为过。
当初，我们对私家车连想都不敢想。慢慢地，浩浩荡
荡的私家车取代自行车成为我国城乡的独特景观，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了日常。这些年，绿色出
行、环保出行又成了我们的新追求。

记得 2008年陪女儿参加艺术学院单招考试，我

们先乘坐飞机，40分钟就到了北京，游览了许多心仪
已久的风景名胜。然后又乘坐动车来到天津一家艺
术院校，200公里左右的时速让我们惊叹不已——听
说那是我国第一列区间运行的动车组。如今，高铁、
共享单车等新兴事物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
活，也惊艳了全世界。

有人说，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但如果没有便捷的
交通工具和舒适的生活，又谈何“诗和远方”呢。退休
3年来，我和老伴儿各带一部手机，走高速、坐高铁、乘
飞机、上游艇，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还到东南亚诸国
转了一圈儿。吃点儿什么，买点儿什么，一部手机全
部搞定。

今年春天，我们去新加坡旅游，与当地漂亮的华裔
女导游攀谈。她说，从每年成倍增长的中国游客数量
和游客的精神面貌等方面来看，能感受到中国改革开
放的巨大变化，她为自己的“根”在中国而深感自豪。

古人云：“四十不惑。”从宏观层面来说，40年的改
革开放让我们的国家鲲鹏展翅，经济腾飞，让老百姓
在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都有了切实的获得感、幸福
感；而从个人层面来说，从我第一次北京之行到工作
退休，也是40年左右。其间，我充分领略了人生的绚
丽和大自然的美好，夫复何求？

感悟40年，拥抱新时代，让我们一路同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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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事看变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路在脚下
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梦在心中

本报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架子车

人力三轮车，乘客需坐在前面。 闫广君 摄

□本报记者 赵大明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原地带还能常
见到一种平板车，在豫东叫作“架子车”，在豫北一
些地方则称作“轱辘马”。它由结实的木料做成，两
侧各有一个轮子，两根车把长而平直，中间有一根
攀绳。在机动车比较少见的年代里，它是生产活动
中的重要运输工具——比如往田里运肥料、往家拉
麦子和玉米、盖房子时拉土和砖头，也是生活中的
重要交通工具——农村人进城或城里人返乡，一家
老小往车上一坐，天寒时还会带上被褥，男劳力或拉
或推，缓缓而行。

彼时，自行车也还没有那么普及。在公路和乡
间小道上用力拉着平板车的人们或许难以想象，三四
十年的时间里，从步行到拥有一辆自行车，从绿皮火
车到高铁、飞机，从长时间排队挤公交到乘坐地铁，直
到打开手机就能“扫”一辆共享单车或叫辆网约车，我
们的出行方式会发生如此巨大而飞速的改变。

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
行官。交通事业的发展，见证着时代的进步和变迁，
也牵动着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改革开放40年
来，城市里拔地而起一层层高架桥，俯瞰犹如盘龙，
交通方式也越来越智能化。而在乡村，交通环境也
有了极大的改善，“出门硬化路，抬脚上汽车”，为美
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添加了美丽的注脚。

在省会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的“80后”青年杨
文成来自豫南的一个小村子。“小时候，老家的土路
总是坎坷不平，雨雪天气时，一踩就是一脚泥。”杨
文成介绍，从十来年前开始，他的家乡修起了平坦
的水泥路和柏油路，乡里一些较大的路口陆续架起
了红绿灯。现在，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买了车，节
假日里有时还会堵车。随之而来的，是整体人居环
境的改善，垃圾车定期进村收垃圾，过去那种脏乱
差的景象消失了，渐渐有了些田园气象。一些上了
岁数的老人告诉杨文成，最近一两年，春暖花开之
际，骑着自行车到村里和周边一带游玩的城里人越
来越多，还拿着大相机咔嚓咔嚓拍个不停。

提起那些年，排十几个小时买春运票然后坐几
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外地求学的经历，杨文成至
今历历在目。“现在好多了，我出差大多是坐高铁，少
则几十分钟，多则三四个小时。”杨文成说。两年前，
他还带着80多岁的爷爷，坐着又快又稳的高铁去了
趟北京，到天安门、八达岭逛了逛，圆了老人家一辈
子的梦想。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高速铁路网，通车里程超过2万公里，并创下最高
运营时速、最低运营温度等世界纪录。

而当初那些时速几十公里的慢火车，则成了见
证铁路发展的“活化石”，其中一些还成了“网红”。
比如，在中原大地上，一直到今年4月，都还有一趟
慢火车：6901次列车。它每天清晨从新乡出发，中
午之前到达终点站洛阳，全程203公里，大部分停靠
点位于乡镇，全程历时近6小时。像它一样的绿皮
车们，承载着沿途百姓的烟火人生，也吸引着一批批
游客慕名而来，寻觅温暖悠长的年代记忆。

路在脚下。身处“交通大国”的新时代，我们尽可以
放飞自我，领略世界的神奇，生活的美妙，人生的精彩。

梦在心中。当下，“交通强国”建设如火如荼，我
们的梦想也必会因此插上强壮的翅膀。

也许，就像几十年前的人们无法想象今天的
生活一样，我们也无法确知未来的生活究竟是什
么模样。但我们相信，它，值得期待。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