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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飞一般的生活
潘继鹏

前几天，我母亲的一个维吾尔族

老同事提拉阿姨突然从遥远的莎车

县到乌鲁木齐来看望她。她们已经

有 46 年没有见过面了。46 年前，她

们同是南疆莎车县人民医院里亲如

姐妹的妇产科大夫。如今，她们都已

是古稀老人了。

她的出现，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莎车到乌鲁木齐近 2000 公里。想当

年，从莎车到乌鲁木齐坐长途客车至

少也得一个星期以上，就是现在坐火

车也需要二三十个小时。然而，提拉

阿姨的回答让我更惊讶了：“我是坐

飞机来的。去年 7 月，莎车县建了机

场，现在从莎车到乌鲁木齐不到两个

小时了。真是太快了，这是我想都不

敢想的事情！”

老姐俩回忆起她们当年激情燃

烧的岁月和她们的芳华。也许，现在

的人们都不曾想到，那时，她们到农

村开展巡回出诊和出急诊都是抱着

自己的孩子、背着医疗器械和药品坐

着毛驴车去的，能坐上马车已经是幸

运的事情了。多少次，她们或在长夜

里奔波，或在山路上颠簸，或在泥泞

中步行，就在这样的行程中，有多少

难产的母亲被她们从死亡线上救了

回来，又有多少新生的婴儿在她们手

里呱呱坠地。而现在，一个电话，120

救护车就开到了家门口。

上世纪 70 年代，妈妈被派往距

莎车县最远的霍什拉甫公社卫生院

开展医疗工作。这里平均海拔 2200

多米，距莎车 100 多公里，被称为“昆

仑第一乡”。山区道路异常险峻，驴、

马、牛甚至骆驼都成了妈妈出诊时的

“坐骑”，有时还要拽着牦牛的尾巴翻

山越岭。更为险恶的是，这里还有一

条波涛汹涌的叶尔羌河。每年汛期，

过河就成了一道最大的难题。

记得有一次，我陪妈妈出诊，来

到叶尔羌河边，看到暴涨的洪水不知

所措。只见来了几个负责摆渡的维

吾尔族壮汉，他们看我年纪小就把我

扒得精光，然后绑在填满了麦草的整

只羊皮上，用一根绳子把我和其中的

一名壮汉连在一起，不由分说地把我

投进了混浊的洪流里，我瞬间漂浮起

来并打着滚儿，任由他奋力向前游着

把我带到了对岸。这也成为我人生

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体验和记忆。

现在回想起妈妈那一辈人，在那样艰

苦的条件下，出行是多么不易，为了

工作奋不顾身又是多么伟大！

妈妈现在还经常挂念着她的霍

什拉甫，说想看看叶尔羌河，人们到

那儿还那么难吗？我告诉她说：“你

最熟悉的阿尔塔什村已经建起了规

模宏大的水利枢纽工程，被誉为‘新

疆的三峡工程’，‘天堑变通途’已成

事实，只要你想去，我开车只是‘分分

钟’的事情！”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交通方式

的巨变，经济的快速发展，让我们轻

而易举地可以去过去很多无法达到

的远方。想当年，我为了买一辆最

“牛”的代步工具上海“凤凰”牌自行

车，费尽了周折才弄到手。而现在，

我可以轻松地答应妈妈，自驾带她想

去的任何地方。

妈妈和提拉阿姨告别时，我悄悄

叫了“滴滴”。几分钟后，司机打电话

说车已经停在楼下准备“ 接驾”了。

阿姨感叹地说：“现在太先进、太方便

了。我们都要好好活着，出门这么方

便，再远也不担心，好好享受生活！”

曾经，我们用
脚丈量世界。这
40 年，我们丈量
世界的脚步越来
越快，我们也由自
行车王国成为今
天的汽车大国、高
铁大国，曾经翻山
越岭、跋山涉水几
天几夜的路程，到
如今大大缩短到

“一日生活圈”，城
市之间半小时一
小时圈比比皆是。

曾经，世界那
么大，远方太遥
远。经过40年改
革开放和交通的
发展变革，中国的
高铁网络让世界
为之赞叹，中国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C919飞出了民族
自豪感。如今，追
求诗和远方的梦
想触手可及。

仿佛一夜之间，共享单车成为城市

交通出行的一抹亮色。因为，它的确方

便且成本低。用手机下载一个APP或者

直接在微信里打开小程序，注册成为用

户，交少量押金即可骑车，每次骑车仅收

费 1 元。刚开始，共享单车之间互相竞

争，注册送骑车券、扫码领红包等活动此

起彼伏。大家都乐于看到这种形式，毕

竟方便了出行，还可以顺手领个红包。

谁曾想，这个曾经的自行车王国重

新回归，是以一种更便利的方式——共

享单车。

曾经，我国约有六七亿辆自行车，自

行车遍布城市大街小巷，为中国赢得了

“自行车王国”的称号。那个年代，几乎家

家户户都有一辆自行车，上下班、接送孩

子、出门购物、走亲访友全靠它。

那时，自行车几乎是大家出行的首

选，甚至是家庭的重要财产，大部分家庭

需要省吃俭用一年才能买得起一辆自行

车。如今，共享单车却实现了不用动用

家庭财产就有车可以骑，还不用担心被

偷走。

改革开放至今天，私

家车早已不是稀罕物，交

通出行的结构发生根本

变化。而这一出行方式

的改变也带来了一些问

题，例如城市道路拥挤、汽车尾气带来的

环境问题。以摩拜单车为代表的共享自

行车，因其便利性和成本低廉等优势，成

为城市交通中短距离出行、解决“最后一

公里”的最佳方案，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

自行车的回归，也给快节奏的人群

带来了放慢脚步、拥抱城市、享受慢生活

的机会。走出汽车，踏上久违的自行车，

哼着小曲儿，感受这个城市春风拂面，停

下来看一看身边的风景，感受这个城市

的温度。这种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小时

候，回到那个单纯的年代。

共享的不仅是单车，还可以是汽

车。随着科技不断进步以及无人驾驶技

术的不断成熟，“互联网+”出行的理念将

越来越影响着城市人群，而随着制度不

断规范和完善，网约车和共享汽车也受

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支持

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资源利

用效率，便利人民群众生活。一些城市

将共享出行作为减少燃油消耗、环境

友 好 政 策 写 进 工 作 计 划 ，

试点建设自行车高速公路，

鼓励和支持共享单车、共享

新能源汽车。 （简菊芳）

坐着高铁领略中国速度

去年，家里最小的堂妹要去兰州

上学，长辈们极力反对，理由之一是

十八年前我从南方到西北的路途艰

难。然而，长辈们并不知道，这十来

年，我国的高铁已经形成一张“八横

八纵”的大网，基本实现了“一日生活

圈”。也就是说，同样的路程，当年我

花了 40 多个小时，现在，只需要 10 小

时了，而且变成了不需要中转的直达

车。堂妹一路走一路发着朋友圈，曾

经两个“白加黑”才能到达的路程，在

她看来，几条朋友圈的时间就到了。

对于曾经的慢火车，就是人们常

说的绿皮车，我最深的记忆是中转被

滞留的恐惧。

那年，我和一个老乡到了西安中

转站已经是晚上八点了。车站广播

一遍遍地播着那趟车的信息，所有人

都捏着票等在检票口，可检票人员却

迟迟不放闸。等我和老乡以百米冲

刺的速度赶到站台时，发现火车上已

是人满为患，车门已关闭。这时，火

车的窗户被拉开一条缝，瞬间一个身

手矫健的年轻人就跳上去抓住窗框，

身体向上一纵，在车窗下面的人用手

推和车上人拉的助力下，才把身体塞

进了车厢。紧接着，其他人纷纷效

仿，短短的两分钟内，每个窗户都有

十几个人挤了进去，确切地说是被推

着爬进去的。

此时，尽管站台上还有不少人，

但是，列车已经缓缓启动了。我曾看

到一个背着牛仔帆布包的小伙子，说

是小伙子，其实也就是十四五岁初中

生的年纪，在站台上哇哇大哭。原

来，他们一家人去新疆打工种棉花，

全家人都挤进去了，只有他背着包太

大，实在挤不进去了。

被滞留在站台的我们，和那个小

伙子一样，内心充满了恐惧。此时，

站台外是空旷漆黑寒冷的夜，站台

里，挤满了被火车抛下的人，大家心

里都没有底，不知道下一趟车什么时

候来。

在车站滞留了将近 4 个小时后，

我们被安排到一趟临客慢车上。这

趟从西安开往库尔勒的火车，我们原

本 8 小时的路程走了 16 小时才到，而

那个小伙子要到达终点，则需要 34

个小时。车厢内，我们根本不需要扶

着任何东西也不会摔倒。到了凌晨

两点左右，我们站在车厢里睡着了，

那 个 小 伙 子 靠 着 牛 仔 包 站 着 也 睡

了。和我们一样，虽然疲惫不堪，但

是，已经不再害怕和惊慌了。不管车

有多慢，它终究还是能到达的。而等

候在那里的，有我们的亲人和朋友。

去年，我带着 3 个月大的孩子坐

上了回家的高铁。在手机 APP 上买

好票，用“滴滴”叫一辆车去火车站，

凭身份证取好票到母婴室候车，整个

过程也就一两个小时。以前，这趟线

路都是夕发朝至，需要 12 小时才能

到。而这次，我们仅用了两个半小

时，而且，车厢内干净整洁，空气也

好，还有完备的母婴设施。

确 实，中 国 高 铁 自 从 2004 年 通

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以来，到 2016

年，运营里程超过了 2.2 万公里，占全

球 高 铁 运 营 里 程 的 65%。2017 年 6

月，中国新一代高铁“复兴号”正式上

线运行，中国的铁路网和列车时速不

断刷新世界纪录，中国人仅仅用了十

余年时间，就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

速度。

如今，人们不用担心去晚了买不

到火车票，不用担心这趟车过了车票

作废，更不用担心买不到票被滞留在

车站。如今的高铁速度快运行平稳，

且车厢内干净整洁、乘坐舒适。

见证爱情的车票
张雪

哈尔滨到绥化 120 公里，火车一小时四十分钟，这段不远不近的距离迫

使我们顺应了“周末夫妻”的新潮流。相识相恋多年，结婚一年，这段距离成

了我和丈夫又爱又无奈的牵挂。

起初母亲对我们这段恋情是有异议的，也顾虑长期的两地生活给我们

带来的重重阻碍。

随着时间推移，动车、高铁、飞机的普及也让出行成了说走就走的事儿，

城市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让人和人之间有了更多的可能。“他是个好男孩

儿，想嫁就嫁吧！火车会越来越快的，距离越来越不成问题了，你俩的双城

通勤很快就实现了。”母亲终于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车，火车也不断提速，往返于两城之间会有些不

便，但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现在，家里的火车票、客车票、过路（桥）费

单据装了满满一盒，这些我们曾经的阻碍成了我俩之间别样的爱情见证。

老战友们不再遥远
邹云水

去年建军节期间，我们曾经都在“老一连”生活战斗过的 100 多名战友

齐聚石家庄。离开军营，大家一别就是 30 多年。当时的连队在一个山谷

中，离最近的乡大约有 10 里地。各连的官兵外出办事，一般都是步行后再

乘长途汽车，通信员每天都要背着两大包邮件和报刊，步行往返 20 多里。

三年半的军旅生活中，1988 年，我有过一次探亲的经历。15 天的假期，

1000 公里的路程。一路历经步行、汽车、火车，往返路途就用去了 6 天多的

假期。

这次石家庄战友会，战友们来自天南地北，离石家庄最远的近 2000 公

里，两天时间便已欢聚一堂。老战友再相见，回想起当年离开“老一连”时，

泪洒连队的小操场……回忆起当初的交通状况，很多兄弟都以为此生再难

相见。如今，老战友们相见不再遥远。

生命里的那些远方
韦玮

1992 年，16 岁的我从家乡皖北去湛江气校求学。先乘十几个小时夜行

的长途汽车到武汉，再转乘三十个小时的火车，单程至少需要三天时间。一

个女孩子坐夜车出远门，家里实在不放心，所以，每次返校都是父亲把我送

到武汉火车站。

那时，车的班次非常少，又正逢寒暑假客流高峰期，火车票常常是一票

难求。为了不耽误行程，父亲无奈只得从车站票贩子手中买下一张紧俏的

车票。由于还要去长途汽车站赶当天返程的车，父亲总是买好火车票后把

我安顿在候车广场就匆匆离开。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目送着父亲渐行渐远的身影，我呆站着，鼻子酸楚，

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那一刻的落寞无助，伴随着远行列车的轰鸣声，清晰

地烙在了年少的生命里。

1996 年，20 岁的我毕业分配在皖南小城气象站。虽说同在一省，但由

北向南，隔着长江，不通火车，从家到单位的路途仍是十分漫长。盛夏，第一

次去单位报到，妈妈给我准备了吃的穿的用的一大包行李，生怕我住的地方

热，她还把家里仅有的一台台式电风扇也给我包好带上。就这样，矮小瘦弱

的我拎着大包小包，天还没亮就从家里出发。一路辗转坐长途客车、轮渡，

再坐客车、三轮车，又累又热狼狈不堪，到达单位时已是晚上。

那晚，在陌生的城市，躺在一张简陋燥热的小床上，打开唯一熟悉的那

台电风扇，想念着远方的家，妈妈关怀下的缕缕温馨与丝丝清凉，汗水泪水

模糊成一片。从书信中，妈妈读懂了我的孤单。不久之后的一天，她竟然拎

着家里的那台黑白电视机，沿着这条路，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说是把

电视机送来给我解闷，让我感到无比惊喜和意外。

往后的二十多个春秋，我安守小城，亲历着时代一点一滴变化和气象事

业的蓬勃发展。想念远方的父母时，我发微信给妈妈，说这个周末回家，做

点好吃的。陪着家人也能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遥想起当年车站广

场上父亲匆匆转身的背影，想起妈妈的风扇和不期而来的温暖笑容，感叹生

命里的那些远方，终于不再遥远，感恩那通向远方的路途中父母的无私付

出，更加珍惜今日无限美好的幸福生活。

开车穿越沙漠公路
李桂英

清明节，我开车穿过新疆第二条沙漠公路（阿拉尔至和田段）赶回和田，

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四十年为我们带来的出行方式的改变。

二十几年前，地处祖国版图西北边缘的和田地区，只有长途客车经 314

国道通过叶城、莎车、喀什、库车、库尔勒、达坂城等地才能到乌鲁木齐，2000

多公里的路程，差不多需要一周时间。后来，新疆第一条沙漠公路建成通

车，这条公路是目前世界上在流动沙漠中修建的最长等级公路，北起轮南，

南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和田地区的民丰县。

这次走的是新疆第二条沙漠公路阿拉尔至和田段，沙漠中的胡扬叶子

都已经返绿，想象中的不毛之地原来是有生机的。这条公路采用我国沙漠

筑路技术的最新成果，从阿克苏到和田所需时间缩短了一半。

点滴变化见证辉煌历程点滴变化见证辉煌历程 ③③

回归起点，
以共享出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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