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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春娜 实习生 秦然升

7月 6日，小暑。
此时，位于郑州市如意湖畔的会展中心里依然热闹

非凡。人们冒着高温，前来参加2020年第十六届春季大
河国际车展。

扫码、消毒、测温，经过层层安检，记者跟随人流进入
会场。此次展会，合资汽车品牌、自主汽车品牌以及新能
源汽车品牌齐聚一堂，为观众带来一场集品牌价值和产
品技术内涵、时尚魅力为一体的汽车“盛宴”。

在会场，张亮抱着小女儿、带着父母一同来选车。家
里现有的一辆车已经买了快10年了，因为妻子上班路途
较远，这辆老爷车已经成为她专用的代步工具。“如今不
仅车的空间不够用，而且很多零件也不太好配了。所以，
我们准备再买一辆车，作为家庭用车。”张亮说。经过现
场看车，对比价格，两个小时后，他们选中了一辆城市越
野车。

100多年前，当卡尔·本茨生产出第一辆内燃机汽车
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百年后的汽车，除了是人们生活
中的主要代步工具，也拥有炫酷的外形、“智慧的大脑”，
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城市在长大，空间在拓展，汽车早已走入寻常百姓
家。以省会郑州为例。近年来，郑州市机动车保有量持
续高速增长，截至目前，其保有量已达450万辆。为满足
人们办理机动车登记的需求，上个月底，郑州市机动车启
用了豫V号牌。

有人曾说，“半小时生活圈”是最舒适、最便利的生活
区，即在30分钟内解决生活所需、到达工作单位、下班回
家等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汽车的极速便利化，为人
们的生活提供了这些便捷条件。

张琦近期打算在新乡的平原新区购买一套住宅，价
格相对市区较低，小区环境也不错。问及原因，她说：“从
市区的工作单位开车走快速路，大约半个小时就能到
家。而且和市区房价的差价，可以轻松购买一辆汽车。”

今年过年前，为了回老家更方便一些，郭鹏贷款买了
一辆汽车。“这几年，我们老家的路修得可好了，直接通到
家门口。”他高兴地说，为此他去市场和商场给家里人买
了很多东西，装在后备厢里，直接拉回家。

往年，他回趟老家，需要坐火车、转汽车，然后在镇里
的汽车站口拦个面包车，等到家门口，天都黑下来了。

当问及有车后的变化，郭鹏直言：“上下班不用挤公
交，休息时间可以自驾游，生活幸福指数更高了。节假
日，也可以带着父母远游，随时休息随时停车。”

如今的汽车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代步工具，而成为一
个居住空间、工作空间、公共空间之外的另一个空间，它
满足人们在生活里的办公、休憩、娱乐等多重需求。并在
有限的车内空间里将生活延伸，使之“在路上”的内容变
得更加丰富。

有网友说：“试想，某一个加班的夜晚，下楼看到你的
车在那静静地等着你，心情会一下子放松下来。打开车
门，启动，调好喜欢的音乐，它带你回家，这就是幸福。”

生活因科技而改变。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汽车不但
品牌众多，其功能也越来越多。从燃油车到电动车，再到
现在的无人驾驶汽车，汽车领域在不断发生变革，让人们
的生活更加便捷、美好。

展会上，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此次车展囊括了参展商
三百余家，品牌展车千余台，其中新能源独立展台占
20%，新车首秀发布会 13场，大多是智能科技产品与新
能源相结合，这也是未来汽车工业改革和增长的新动
力。今年，为了拉动消费，刺激汽车市场，国家和地方政
府都出台了一些利好政策，这势必会促进汽车市场的消
费、带动经济的提升。

在业内，2020年被认为是智能汽车发展的元年，国
家政策大力支持，每个品牌的新车上市都会将智能化作
为亮点提及：身形较大的汽车可以利用系统调整车轮半
径使之在转弯时容易掉头；上车后，可以呼叫车内智能系
统打开导航、空调，也可以关车窗、听歌等；在一些设计正
规的车库停车，有些汽车可以自动倒车入库，还会自动检
测周围的障碍，省时又省心。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些外形炫酷的跑车、圆润呆萌的
新能源汽车以及舒适的家庭型汽车前人头攒动，甚至有
的是一个销售带两三拨儿客户同时讲解一款车的性能。
在一款国产自主品牌的新能源电动汽车前，年轻的范女
士和朋友驻足了很久，在向销售人员全方位了解情况后，
便付了定金。

“现在购买新能源汽车性价比高，除了价格便宜，还
不限号。车身小巧，很适合女士开。”范女士说，身边很多
朋友都比较喜欢外形好看又略带科技感的车，不但每天
开车时心情很好，出行更便捷。“现在的新能源汽车经济
实惠又美丽，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今年，无人驾驶汽车也是捷报频传。
在前不久滴滴无人驾驶出租车引起大家关注后，郑

州市的我国首条无人驾驶的智能公交线路也开始试运
营。一些市民听说后，特意去围观。市民王波说：“以前，
我总以为无人驾驶离我们还很远，如今，它就在我眼前，
为我们提供各种智能化的服务，我才意识到，其实它正在
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从工业1.0到工业4.0，汽车行业也在这个大背景下不
断呈现出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等特征，让人们出行更加
快乐。

未来已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我们对未来生活也充满

了期待。我们将在“智能城市”中，乘坐智能汽车，接受智
能交通系统的导航，乐享美好生活。2

车流奔涌 快乐相伴

□胡玉全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目前私家车已经成为
寻常的代步工具之一。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汽车的功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带给人们与时
俱进的生活体验。

我的车购置于2011年年底，如今正好八年
半，行程 15 万公里，论驾龄我也算是老司机
了。随着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对车的使用多
了些依赖，与车相关的很多故事总是历历在目。

之前，我带着孩子回信阳固始老家，返程时
带了些土特产。大包小包好几件，出租车、小中
巴、长途大巴、火车，然后又一轮辗转，才能回到
漯河，人累得够呛。由此，才下定决心买辆车。

有了车，一家人的出行方式多了一种选择，
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

前年春节，我们几个家庭一起驾车去重庆旅
游。下荆州、过三峡、停恩施、入重庆，然后再一
路向北，穿行大巴山秦岭一号隧道，留西安，于初
七凌晨折返回漯河，画了个大大的圆。一路走走
停停，看美景，吃美食，陪爱人孩子，谈天说地。

随后，我们经常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
怕错过沿途的风景，哪怕走过了，只要掉个头就
可以了。旅途中经常会结交到志趣相投的朋友，
交换彼此的旅游经验，对生活有了更新的看法。

儿子说，他高考后也去驾校学习，争取在18
岁的时候能和我一起自驾去西北，看看荒漠，看
看那些黄杨树。这几年的旅行生活，他的寒暑
假作业都是在车里完成的，后备厢里放着一张
折叠的小桌子，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会做习
题。妻子曾开玩笑说，别人家的孩子的作业是
在辅导班里完成的，自己孩子的作业是在旅途
中完成的。这一切都归功于我们家的车。

随着父母年迈，我将他们接到身边生活。
有时候周末出门，明显觉得空间不够用。我和
妻子商量，今年买一辆房车，让“出门像在家里
一样”，一边承载着如港湾般的家，一边又随走
随停、追逐着青山绿水，带着父母一起尽情地享
受生活。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汽车为我们生
活的精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不但是我们的
代步工具，更是生活里的伙伴。6

□王峰轩

如果有人问我 21 世纪最影响国
人生活的工具是什么，我会毫不迟疑
地回答——汽车。汽车诞生虽有百余
年的历史，但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也就是近30年的事。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结婚彩礼流
行“三转一响”，自行车属于“三转”中
的第一转，我的母亲便是被父亲用自
行车娶回来的。

上高中时镇上已经有了公交车，
当时坐到县城大约四五块钱，两周往
返一次，一个月便要二十来块钱，这对
大多数农村孩子来说多少有点“奢
侈”。村里有个头脑灵活的远房亲戚
便买了辆“三马车”，后面用钢筋焊上
一个棚子，坐上也能避免风刮雨淋的，
一趟两块钱。高中三年我没少坐他的
车，不过没公交车坐着舒服，声音大不
说，遇到坑坑洼洼就颠簸得厉害，再加
上坐的人多十分拥挤，着实让人有些
苦不堪言。

大学时代恰好本家一个叔辈搞了
个奶牛场，经常往焦作的奶制品加工厂
送刚挤好的牛奶，我便不时搭乘顺风
车，算下来能省十几块钱，顿时觉得幸
福满满。顺风车是那种厢货，副驾驶没
人我便坐进副驾驶，倘使赶上两个人一
起去送，我便只能坐在满是奶桶的车厢
里，密不透风不说，还会带着一身牛奶
味进教室，但我依旧乐此不疲。

参加工作后咬咬牙用前两个月的
工资买了辆电动车，下班后载着妻子
溜达溜达或者逛逛商场，那时的腰远
没有现在的粗，坐在后面的妻子还能
用双手环住，二人世界倒也其乐融融。

但随着女儿的出生，一个现实的
问题又摆在了我的面前：坐在电动车
上夏天太热，冬天又太冷，刮风下雨出
行极为不便。知子莫若父，一次周末
回老家和父亲闲聊时，他突然问我有
没有买辆汽车的打算。

说实在话，想，做梦都想，但当时
经济条件有限，我笑笑说还没考虑。
父亲也笑了，问如果买个十来万元的
汽车还有多大缺口。我咬咬牙说还差
6万元。父亲呷了一口酒，然后又长吐
一口烟：“家里还有三四万，你买一辆
车吧！其余的钱，我再想想办法。”

就这样，我拥有了第一辆轿车。后
来我才知道，当我开着轿车带着妻女再
也不怕风吹雨淋时，父亲戒了烟，喝散
装酒，农闲时候便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
去15公里外的一个水泥厂打零工……

平时忙于工作很少回老家，周末
或者节假日回去，父亲总是很高兴，嘱
咐母亲做几个家常菜，有时还会喊上
我堂叔，三个人喝上一阵子。一次喝
多了堂叔夸我“有出息”，不但吃上了

“公家饭”，还坐上了小轿车。父亲明
显比平时兴奋，话也稠了许多，说有了
小轿车方便多了，走亲访友几十里的
路我拉着他一会便到了，还不时接他
们老两口去县城赶赶会。

我内心很羞愧又难过。其实在买
车的这半年里，我只是载着父亲走过一
次亲戚、体检过一次身体，想不到他竟如
此满足。我当时便下定决心，要多抽时
间常回老家看看，不能像书上说的：交通
越来越方便了，回老家看父母的次数却
越来越少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陪
父母一起吃饭的时间却越来越短了。

单位搬了新址，离家比较远。再
加上妻子除了上班还要接送孩子，我
和妻子一合计，又买了一辆家庭轿
车。回老家时父亲很是高兴，母亲也
津津乐道了好几天，连夸党的政策好，
并告诉我，现在村里都有几十辆了，大
家去哪里都方便多了。

是啊，随着汽车的普及，空间的距
离变得越来越近，人们的眼光变得越来
越远。站在城市的高处，当看到滚滚车
流如同彩色的河流向前奔腾的时候，我
忽然觉得这些流动的彩流不是汽车，而
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6

□孙连成

我四叔是在1980年春天结的婚。
四婶的娘家远在百里之外，如何迎

娶四婶进门成了一个问题。当时农村
娶媳妇的通用工具是马车和手扶拖拉
机。考虑到马车不仅慢，也不太体面。
最后大家商量的结果是，由父亲出面，
借用全大队唯一的一辆四轮拖拉机。

到了迎亲那天，一干人马凌晨3点
就出发了。在乡村安静的夜晚，拖拉
机的马达声传得很远，很远。

因为路况不好，尽管紧赶慢赶，他
们还是过了正午才把新人迎到家。这
在乡下，大小也算是件尴尬事。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我们家第一辆
婚车的故事。

10多年后，我结婚时找婚车又成
了全家人的一件苦恼事。

进入20世纪 90年代，用轿车当婚
车无论城市乡镇都已相当普遍，只是
家用轿车还不太多，结婚一般都是找
熟人托关系借车。

一辆车还行，但要找三五辆甚至
十来辆，就不那么容易了，一是短时间
凑到这么多车有困难，二是给司机发
红包也要不少的钱。

我几次说不用这么浪费，但是家里
人都认为：“结婚是大事，不能办得太寒
碜，不然邻居会笑话。”于是，大哥请客送
礼，最终找来了6辆车，说是图个吉利。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 2018年的国
庆节。我侄子要利用国庆“小长假”完
成自己的婚姻大事。

得了消息，家里人又开始忙起
来。按照大哥的意思，他儿子的婚礼
一定要办得热闹、排场、豪华，只有这
样才配得上这个物质丰富的好时代。
于是，家人决定租用礼仪公司的专用
婚车，加上家人友人的车辆，共十余辆
车的迎亲车队就组成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
国庆节前夕，侄子小两口驾着小

汽车一日之内从千里之外的杭州赶
回了老家，他们的意见让全家人目瞪
口呆。他们说，平时都是漂浮在人海
里，穿梭于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对于
他们来说，一个简单的婚礼更适合他
们，并且他们早已做好了安排，开着
他们的小汽车去旅行结婚，婚礼和蜜
月一起完成了。

听完小两口的话，大哥和大嫂有
些茫然，也有些惆怅，看来他们想象中
的由一二十辆彩结飘红的婚车组成的
迎亲车队在公路上和街道上高调行驶
的场面不会出现了。

最后，谁的婚礼谁做主。在全家人
的一再叮嘱下，小两口一路南下，去了四
川和云南。虽然大哥和嫂子依然觉得这
个婚礼太简单了，但是时不时手机里收
到的风景照和各种土特产快递，让他们
也觉得这样的婚礼形式也挺好。6

车事

婚车

出行新方式

大河车展热闹的现场。 耿子腾 摄

充电便利让新能源汽车深受人们欢迎。 新华社发 汽车让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人们在汽车内听演唱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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