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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同辉 王万舜 摄

那年，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一所村办小学
任教。从家到学校有 40多里路程，出行成了摆在眼前的一
个现实问题。就是在这时候，父亲把他心爱的自行车交给
我。

这是一辆老式的“28”大杠自行车，是父亲在我刚上初
中时买的。我父亲以种地为主，所有的出行都靠一辆破旧
的自行车。说是自行车，其实连挡灰板、盖链箱等配件都没
有，甚至前后刹车也被拿掉了，遇到紧急情况只能用鞋底
去“刹车”。父亲的自行车破旧得几乎不能再骑行，但父亲
一直舍不得买一辆新的。为了父亲出行方便，母亲还是竭
力为父亲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

新自行车到家了，我们全家人围过去欣赏起这“宝贝”
来。摁下车铃，清脆的铃声在门前场地的上空回荡。车轮飞
快转动，在阳光下显得非常刺眼。

我母亲不会骑自行车，这辆自行车就成了父亲的“专
车”。父亲对这辆自行车非常珍惜爱护，我们想摸摸都不允
许。我第一次学骑自行车，还是在一天中午趁父母不注意
的时候，将自行车“偷”出学的。为此，父亲狠狠地臭骂了我
一顿。从那以后，看着父亲的自行车，我的心里总是痒痒
的，但始终不敢再碰。少年的好奇心是挡不住的，每当父亲
的朋友到我们家找父亲办事时，客人的自行车停放在场地
上，我就偷出去骑一下。就这样，从“套拐”到骑“大杠”，再
到坐“坐凳”，我还真的把骑自行车给学会。

没想到，这次父亲会这么“大方”，竟主动将自行车交
给我。自行车虽然被父亲骑行有五六年了，但依然保管得

非常完好，就是车链条有些松垮。
顶着秋雨过后的朝阳，我奋力踩着自行车在泥泞的乡

间小道上前行。自行车在飞驰，路两旁的树木穿梭而过。正
在我感到惬意的时候，自行车突然有一种前倾的感觉，原
来是链条被卡住了。

我赶忙下车找来一根树条吃力地把链条往链盘上放，
可是链条怎么也恢复不到原位。“什么破车子！”我的兴致
全无，抱怨起来。我把自行车拎起来又使劲地摔下去，就这
么两下，链条动起了。我小心翼翼地把链条安装到位，慢慢
地骑着前行。可是骑了没几步，车链又掉了。于是我索性不
去管链条了，就推着自行车步行。

走了好长时间，才来到学校。我手上脸上满是油污，校
长见状连忙端来一盆清水让我清洗。上班第一天就弄得如
此狼狈，很是不爽，我在心里悄悄地发誓：等我有钱了，一
定买一辆新自行车。

一个月后，单位不仅发了当月工资，还补发了在家等待
分配报到的一个月工资。一下子拿到这么多钱，我想到的第
一件事就是去买一辆自行车。我把父亲的自行车还给他，父
亲并没有显得高兴，只是说了一个字“行”。我当时沉浸在兴
奋之中，完全没有顾及到父亲是怎么想的。后来才知道，父亲
认为他的自行车还能骑，我没有必要再买自行车。

时代在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工作之初买的那辆自行车早已不知所踪。我现在已
经开上汽车了，但父亲一直骑着他的那辆“28”大杠自行
车，直到去世。

那辆自行车
陈玉军

当我们看到身躯肥短、相貌丑陋的苏格
拉底在长街踽踽独行，天性热烈、风华绝代
的但丁长期在异乡漂泊，文艺复兴的巨匠、
《蒙娜·丽莎》的作者达·芬奇终生与爱情无
缘，哲学大师康德划地自囚一辈子从没离开
家乡一步，孤独而忧郁、沉默而绝望的卡夫
卡自比为“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
鸦”，不必为之悲叹，不必，因为他们在某一
方面的失落，最终又都在另一方面得到了补
偿。此情此景，正如一句西谚所说：“上帝在
这边关上了门，又在那边打开了一扇窗。”
我常常盯着上帝打开的窗户出神。报上

说，一个智力低下的男孩，却有着超常的乐
感，如今他已成功指挥了多场大型交响乐，
并到国外巡回演出；又说，也是一个智商极
低的男孩，却天生擅长心算，不管多么复杂
的加减乘除，他只要稍加思考，答案就会脱
口而出；又说，澳大利亚的一个小伙儿，生来
迟钝，嗅觉却比普通人灵敏 2.5万倍。注意，
不是二十倍、二百倍，而是两万五千倍！举例
说，他居然能循着气味，找出一瓶放在十英
里之外的花生酱。啊，这样的例子，生活中比

比皆是，举不胜举。上帝的窗户促使我思索
宇宙的平衡法则，并为造物的良苦用心而深
深感动。

天才是对孤独的补偿，恒星的光芒往往
要等若干万年才能抵达地球。《第九交响曲》
是对失聪的补偿，贝多芬是在绝望中才拼命
扼住命运的咽喉。推敲是对苦吟的补偿，贾
岛仅凭两句小诗就流芳千古。灵感是对残疾
的补偿，我正在读的斯蒂芬·霍金的传记中，
有一段是这样叙说的：因为肌体僵硬，霍金每
晚上床睡觉总是要花费很多时间。但正因为
动作缓慢，才使他一边上床，一边有足够的从
容思考其他各种问题。1970年 11月的某个
晚上，他在上床的过程中，突然捕捉到关于黑
洞的灵感。这是他科学生涯中一个巨大的突
破。

霍金还在上大学期间，就不幸患了肌萎
缩，随着病情发展，不仅日常行动，包括吃
饭、讲话都愈来愈困难。好在他的大脑功能，
基本未受影响。幸亏他研究的是理论物理
学，大脑是唯一真正需要的工具。这算得是
不幸之幸。霍金的目光，不，霍金通过爱因斯
坦的目光洞察宇宙，他提出了宇宙大爆炸，
他发现了黑洞。那些吞噬一切能量的，诡秘
的、恐怖的黑洞，连天使也望而生畏，而他却
漫游其间，乐而忘返。

如果没有疾病的刺激———医生曾判断
他只能再活两年———他在研究方面的脚步，
也许不会有这么快。正是由于厄运，才促使
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补偿心理———他不甘
心被同仁轻视，不甘心被轮椅束缚，不甘心
被天体糊弄，一句话，不甘心被命运击败。他

要抓紧生命的每一时每一刻，挑战高高在上
而又神秘莫测的宇宙。

年轻就是不成熟，不成熟的标志之一，体
现在凡事都想得。老年则意味着成熟，成熟的
特征，是悟透凡失必有得。

因而不再把什么都往怀里揣。
因而变得理解付出，乐于付出。
从前读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

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然则非诗之能穷人，
殆穷者而后工也。”我理解这里的穷而后工，
主要指呕心沥血、惨淡经营。你目不窥园，你
足不下楼，一门心思扑在书本上，无暇照顾生
计，自然要与穷困为伍的了。而遇穷不馁，穷
且益坚，锲而不舍，文章总归会越做越好。现
在再来读这番话，感受最深切的却是形势。你
看，既然已经逼到这份上，要官没官，要钱没
钱，食无鱼，出无车，上饭馆买不起单，出书买
不起号，亲戚邻居见了摇头，小偷进门都嫌今
日晦气，撞上一家收破烂的……那就只剩下
“华山一条路”，拼命也得把文章写好。———
而缪斯女神也最青睐这种“拼命三郎”，冷不
丁地就会向他掷过一朵大红花。

补 偿
卞毓方

“北有霸王鞭，南有黄河尖。”这两句顺口溜名气
大得很，大凡赶海人，无不熟记在心。它是千百年来一
代又一代的渔民对这两块“狼户”（环境险恶）之地的
形象总结。

霸王鞭位于渤海，那是一大片暗礁，连在一起就
似楚霸王的竹节钢鞭，故名“霸王鞭”。而位于黄海的
黄河尖则是黄河夺淮的入海口处，它像一个直角三角
形，把它那锋利的一只锐角伸入大海，兴风作浪，使数
不清的过往船只吃尽苦头，被称为黄海的“百慕大”。
我曾领教过一回黄河尖的厉害，虽幸运地捡回了一条
小命，然那凶险的经历是那样鲜明地刻在我的脑海
里。

那次遇险说来也怪。我们那条编号为“苏渔 61”
的帆船平时航风总是慢吞吞的，人说大海船八面威
风，可它总把“威风”让给别的船。恰恰那一次，它独领
风骚，把一起从山东出发的船统统甩在后面，当“黄海
海面有十级风浪”的警报从收音机里沉重地传出时，
其它船只从容不迫就近收了大潮河（响水县境内的灌
河），而我们却在远离大潮河 30多公里的黄河尖（滨
海县境内），错过收港避风的机会。

船老大吕纯勇闯海几十年，在江浙一带名声很
响。他的嘴角颤了几下。这种“颤”平时难见，就是遇上
一个七头八级风，也很少见到他颤嘴角。这次是十级
风浪，加上又在出名的狼虎之地黄河尖，大伙也都意
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凌晨时分，东北风渐渐加大，浪头
也活跃起来，越涌越高，惨白的太阳刚刚跳出海平面，
随即就被淹没在浊浪中。
“下篷！”吕纯勇发出指令。可此时篷已被大风吹

得紧紧地贴在桅上，想下谈何容易。“下篷！！”吕纯勇
几近咆哮。二老大钱克勤见状，紧跑几步，冲到大桅
前，一船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篷拉下来。就在这
时，一个浪头从后稍掀来，吕纯勇上了点年纪，扶不稳
舵秆，霎时，船身横在浪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钱克
勤和我几乎是同时冲到船艄，三个人拿出吃奶的力
气，才把船扳顺了浪。此时的“61”就像一条可怜的小
蛇，在波峰浪谷中艰难地扭动着身躯，四根桅杆光秃
秃地竖在船上，船还像脱缰的野马，发疯似地向前狂
奔。风越来越大，浪借风威，越涌越高，足有六七米，仰
望那一堵堵耸起的水墙，恰似壁立千仞，让人惊骇不
已。
风力还在继续增强，足有十级，巨浪似小山一样，

一个紧跟一个砸在船上。吕纯勇的嘴角越颤越厉害，
大伙面面相觑，预感到死神在步步逼近。船头张金保
吓得尿了裤，没有血色的脸上布满恐怖。我、钱克勤还
有吕纯勇协力把舵，仍无法使船保持平衡。哗，一个巨
浪突然从橹后涌起，把船体支起 45度角，斜插在海
里，舱里装的石子和锅碗瓢盆，哗啦啦滚到橹前，眼看
船翻人亡的惨剧就要发生，猛地橹前又涌起一个巨
浪，这才把斜插在水里的船扳了过来。
“看来指望风小逃生的可能性已经不大，还有没

有其它办法？”我问吕纯勇。吕纯勇颤着嘴角：“除非拉
高（冲上海滩），但这样一来，船十有八九是保不住了，
十级大风，爬滩浪飞起来有丈把高，人能不能活命也
很难说。”“坐以待毙总不是办法，拉高还能碰碰运
气。”钱克勤说。“也只好这样了。”吕纯勇嘴角颤的频
率越来越高，大伙见状一起使劲，篷升高两根竹子，又
瞅准一个浪档（术语，两浪间歇处），三个人猛地把舵
推向橹前，船扭动着身子，极其艰难但终于把头对着
岸边，似离弦之箭冲向海滩……
醒来的时候，白惨惨的太阳正西斜。我向左右望

去，见船上 7个人一个不少，全趴在沙滩上。潮水正在
退去，惊涛骇浪还在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我坐起身，
竭力想看看我们的船。“它光荣了！”吕纯勇哽咽着。
“光荣就让它光荣吧，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下回，我们还跟着你闯黄河尖！”大伙齐声说。
七个人互相搀扶着向滩上走去，身后留下了一串

串歪歪斜斜却是坚实无悔的脚印……

拉 高
李志勇

按照常规，为其立传者，一般为英雄豪
杰，或为人类社会作出突出贡献者。而我要为
其貌不扬的马铃薯立传，何也？答曰:马铃薯
对于人类的巨大贡献早已达到了为之立传的
崇高标准！

马铃薯为中华民族的人口繁衍立下汗马
功劳。中国不是马铃薯的原产地，南美洲的安
第斯山脉才是他的老家和祖籍地，当地的印
第安人把它作为主要食物。几经辗转，大概在
17世纪最初 20年传到中国，对于几千年来
吃不饱肚子的中国人来说，马铃薯这种产量
高，具有粮食属性的蔬菜、或者具有蔬菜属性
的粮食无疑是天赐尤物，它和同属“泊来品”
的红薯、玉米一道，联手纾解了中国几千年来
的缺粮之困。

马铃薯同其它粮食作物相比，要求于人
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也是马铃薯值得以

立传的原因之一。它耐寒、耐旱、耐瘠薄，适应性强。它不择地
势，不选土质，黄土也好，黑壤也罢，不管是海滩薄地还是悬涯
梯田，落地即生根，有土就立苗，见阳光就生长，沐雨露就开花
结果。马铃薯已成为世界各国饮食和烹饪文化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它是全球第四大重要的粮食作物，其座次仅次于小
麦、稻米和玉米，并广泛地种植于全球五大洲的 100多个国
家。试问，世界上有哪一种粮食作物能同马铃薯一样有如此强
的适应性和普惠性？但它不事张扬，甘于守拙，不与稻米比资
历，不与小麦比磨面，不与玉米比香甜，不与高粱比鲜艳。它默
默奉献给人类的是节水、节地、节肥，成本低、产量高、奉献大
的“隐形政绩”。

马铃薯的“亲和力”尤其值得赞扬和立传。子曰：“君子和
而不同”。马铃薯就具备这样的君子之风。

马铃薯的“粮缘”十分好。我们走进各大超市，可以看到琳
琅满目的马铃薯主食化产品，主食产品包括马铃薯馒头面包
系列、马铃薯面条莜面及休闲产品系列，同时还可以尝到马铃
薯油条、马铃薯麻花、马铃薯粘豆包、马铃薯磨糊、芝心薯球、
马铃薯月饼、马铃薯铜锣烧等地域特色产品。蛋糕、饼干、水
饺、汤圆、烧麦等形式多样的休闲食品也在纷纷上市。部分主
食产品马铃薯粉配比由 30％提高到 50％以上，花色多样、营
养健康。

马铃薯的“菜缘”十分好，它同谁搭档都随和，和谁“共事”
都乐于助对方出彩，心甘情愿为他人作嫁衣。马铃薯条炖排
骨，它去掉排骨的油腻；青椒炒马铃薯丝，它甘为青椒增色彩；
马铃薯块烧羊肉，它解羊肉的膻味；马铃薯泥作汤圆馅，它烘
托汤圆的香甜；马铃薯使新疆大盘鸡的独特香味飘过天山南
北，炸薯条将洋快餐推向全球。即便在“凉拌族”大家庭中，马
铃薯都能把它们调和得色香味齐全，让人馋涎欲滴。而自己则
心甘情愿当配角，给人留下的是“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
在人间”的和而不同的谦谦君子形象。
马铃薯的“药缘”十分好。由于马铃薯含有丰富的 B族维

生素及大量的优质纤维素，还含有微量元素、氨基酸、蛋白质、
脂肪和优质淀粉等营养元素，因而“药食同源”性特别明显。马
铃薯因其含有大量淀粉以及蛋白质、B族维生素、维生素 C，能
促进脾胃的消化功能，具有和中养胃、健脾利湿的功效，大量
膳食纤维能宽肠通便，帮助机体及时排泄代谢毒素，防止便
秘，预防肠道疾病的发生。除此以外，马铃薯能供给人体大量
有特殊保护作用的黏液蛋白，能促进消化道、呼吸道以及关节
腔、浆膜腔的润滑，预防心血管系统的脂肪沉积，保持血管的
弹性，有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其所含的钾能取代体
内的钠，同时能将钠排出体外，利水消肿有利于高血压和肾炎
水肿患者的康复。富含钾盐，降脑卒中发病率，100克土豆含
钾高达 300毫克以上，具有防治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功效。另外
有资料显示，每天坚持吃 1个中等大小的土豆（约 130克），可
使脑卒中的发病率降低 40%。两位英国专家指出，研究结果表
明，土豆能有效预防乳腺癌，并在癌症早期的综合治疗中发挥
积极作用。土豆中含有的多酚类物质，具有抗癌、抗氧化作用。
马铃薯的块茎含还有胡萝卜素以及抗坏血酸，这是禾谷类粮
食中所没有的。
集粮、菜、药和工业原料为一身的粮食作物，唯有马铃薯。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家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提升，为
马铃薯歌功颂德的传记还将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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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从没养过鸟，可以确定今后也不会养。但我爱听
鸟看鸟。非常幸运的是，南边邻居的大银杏树、大桂树、葡
萄树为我招引来好些可爱的鸟邻居。比如碎嘴巴的小麻
雀，比麻雀个头略大一些的白头鹎，黄喙黑身子的乌鸫，穿
黑白衣裳的喜鹊绅士。都是些极普通寻常的鸟儿，但也是
拥有它们自己充分自由的鸟。当然这些鸟儿肯定不会知
道，它们的存在，给了我多少乐趣。

每一个早晨，梦中醒来，身体未动，耳朵已在习惯性地
捕捉或等待，捕捉或等待窗外的鸟鸣声。是因为饱睡后精
气神足么，清晨的鸟鸣声里，总是含蕴着格外鲜活丰盈的
生命活力，可以引导我从梦余的混沌趋向清明，重新觉知
到又一个日子里第一缕生之愉悦。确切地说，凡俗的日子
里，常是鸟鸣提醒我应让心保持愉悦，也常是鸟鸣给我的
心注入愉悦气息。

白日里，若得闲，常长时间呆站在明窗前，只为听鸟看
鸟，默默触知那与人类并存于大自然的鸟世界。

最爱说话的自然是麻雀，地上树上，这里那里，整天唧
唧喳喳个没完没了。雀语声里宅着，你会觉得，日子原是细
水长流着的，完全容得长长久久慢慢消受。爱叫的其次便
数白头鹎了。白头鹎能叫出风味截然不同的高低两种声
音，低音相似于雀语但发声更重也更干脆些，高音在我听
来则是极其动人的天籁，四个鲜明音节，清越，婉转，声声
都似水滴般润泽清亮。发出这般美妙高音时的白头鹎，必
是站在高高的檐角或树梢梢上，向着远方昂立它小小的身
体，一声递一声深情地鸣唤。这声音使我陶醉，而这样鸣唤
时小而雄健骄傲的身姿，又常使我惊奇又感动。每当听到
这动人的啁啾引得回应时，我的欢喜就会更多出几分。

乌鸫则比较沉默，我甚至至今也不知道它们拥有怎样
的嗓音与腔调。盛夏，绿叶厚覆了前邻搭建在小平房顶上
的葡萄架的时候，那绿屋里，似乎就长住着一对乌鸫。虫
子，花，果子，香露，清风，那应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居所。常

见那对乌鸫在绿架间进进出出，或在架下的浓荫里凝思、
觅食、踱步，过着非常闲逸的生活。但似乎从不曾听见过它
们“说话”。下班回返，开了院门，偶尔也会看见有乌黑的影
子从芭蕉丛里疾速惊飞，由之我识得它们高度警觉的天
性。我对它们的打扰，也仅限这样的无意行为。

喜鹊叫，亲戚到。喜鹊的叫声说不上动听，但因打小这
句俗语就植根进意识深处，以致而今每每听到喜鹊叫，心
里仍会立即浮出几分莫名的期待，并因之一次次忆起儿
时。而且喜鹊的模样与风度确实好，属于让人百看不厌类
型的。喜鹊似乎比较偏爱东南邻的那棵大银杏。喳喳的叫
声若有，多是从那里发出的。春夏绿叶密缀，深秋满树金
黄，冬日寒枝问天，银杏树与喜鹊，从来都是和谐悦目的搭
配。

不懂得鸟语，但我时常自以为是地从中揣摸它们的喜
怒哀乐。四季之中，数春天的鸟鸣声最是热闹欢快，一如春
天的空气般无限地繁殖新鲜蓬勃的春意，使人不知不觉中
受到鼓舞，为自然界的又一次新生而欢喜。“鸟雀呼晴，侵
晓窥檐语”则属于夏秋，字句恰如实境，自带光芒，照得人
的心房也跟着一派明晃晃。冬日的鸟声仿佛也浸染了萧索
味，日复一日，我从中耐心地辨析与等待春来的迹像。

鸟世界也有争端。某日中午，正在清扫院子里的落叶，
忽然听见头顶上有唧唧喳喳的吵闹声。循声望去，只见贯
通南北的黑色电线上站着两只白头鹎。南边的一只向北侧
偏着小脑袋横着双足步步跳挪着紧紧逼向北边的一只，嘴
里不依不饶地吵吵着。北边的一只一边尽量向北挪移着避
让，一边很不甘心似的转头回视南边的一只唧唧咕咕地还
嘴抵抗。终于，北边那只不知是有意逃避还是真的败了阵，
忽地一蹬腿展翅飞离，南边的那只赶忙扑腾两翼追随而
去，边飞边还不住嘴地吵吵。这么争吵时，它们使用的全都
是低音。所吵为何，情兮名兮利兮，抑或只是小伙伴、小夫
妻闹矛盾？我不由摇头默笑。

以鸟为邻
鲁声娜

近日，我在《金融周刊》看到一
个幽默故事，一个家有万贯的富翁
觉得日子过得并不快乐，于是他决
心去寻找快乐。在寻找快乐的途中，
遇到一位身背柴捆，哼着小曲的农
夫，富翁说：“你为什么这么开心？我
很有钱，街坊邻居羡慕不已，但我却
感觉不到快乐，这是为什么呢？”农
夫放下柴捆，边拍打身上的尘土边
说：“其实呢，快乐很简单，放下就是
快乐。”随即笑着用脚踢了踢柴捆。
富翁茅塞顿开，不觉也拍手大笑起
来。看到这里，我要想说的是，放下
就是快乐。

大家知道，生活原本有许多快
乐，只是我们自己常常自生烦恼。自
己在努力地追逐着快乐，却又总放
不下心中的牵挂。这些人总想放下些什么，却总也放
不下，每日在尘世穿梭忙碌，每天忙着经营自己的世
界，对工作、生活、朋友、亲人……期望值不断升高，
可是到头来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

快乐是什么？快乐是一种豁达、一种释然、一种
美丽的心境。快乐是平淡生活的一次感动，快乐是喧
嚣世界中的一份恬静，快乐是苦累之后依然的放松。
其实快乐就是那么简单，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日
常的生活故事里，而我们却不曾发现。

我们就是这样常常追逐着快乐，却总放不下自
己心中羁绊的情愫。其实，快乐是简单的，快乐就是
自寻其乐，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快乐，有一份稳定
的工作而知足，有一个和谐的家庭而幸福。快乐其实
是一种心情，一种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一种重负顿
释之后的轻松如意，一种云开雾散的阳光灿烂，更是
一种人生练达的哲理与智慧。它就在我们每一个平
平凡凡的生活故事里。

放下该放下的，过好自己的每一天，这就是快
乐。快乐就是如此简单，放下肩负的包袱，让我们一
同去领悟快乐、享受快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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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 25年后的我，经常坐着公交车到处转转。现在的公
交车用燃气和电力作动力，行驶中没有发动机的轰鸣声，车厢
里没有汽油味，车尾也没有“狼烟”。车身上配以精彩纷呈的广
告，成为县城一道流动的亮丽风景。

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免费乘车，车票由政府统一买
单。上车用老年优待卡一刷，找个舒适的座位坐下就得了。即
使一时没有座位，大多数情况下会有年轻人站起来让座。驾驶
员也会大声提示：请给爷爷奶奶让个座！不管有座没座，听了
这话心里倍感温暖。行驶在平平坦坦的柏油路上，车厢内干净
整洁，安装有电子显示屏和语音提示设备：XXX站到了，前方
到达 XXX站，下车的乘客请从后门下车……如果仔细看，还能
有摄像头、电子时钟、温度计、站路图等。

中途转车也很便捷，不仅有公交车，还有的的车……反正
不管你上哪，也不管你在哪，几乎都能这边下车那边上车，要
多方便就有多方便。

如今，小县城也和大城市一样有了公交车，多方便啊，办
个“一卡通”就行。残疾人有“爱心卡”，上学的孩子有“学生
卡”，老年人有“敬老卡”；时髦的年轻人干脆用手机支付，一声
“刷码成功”就算搞定。

70年来，祖国的交通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大城市、小县城
及农村交通面貌都发生了巨变，它是时代发展的缩影，是大小
城市的成长、科技的进步、社会文明和改革开放的成果！

城市公交车变奏曲
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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