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评委
点评：

安 居 乐
业，从来是中
国人最基本
最实在的梦
想。作者用
朴实的语言、
流畅的笔触
讲述了自己
由一床之屋
到丽舍华居
之“家”的追
求经历，文字
中洋溢着油
然而生的幸
福感。难能
可贵的是，作
者并未回避
求房过程中
的艰难与困
顿，并始终抱
着一颗积极
与 感 恩 的
心。在这个
城市巍峨挺
拔的楼群中，
生活着无数
这样的家庭，
他们终于在
广厦千万间
中有了一屋
之隙，有了人
生最基本的
生 存 必 须 。
作者的经历
其实是四十
年间所有人
的缩影。所
以，我们不能
忘记那次改
变历史的盛
会，不能忘记
那些改变历
史的伟人。

重庆市
作家协会报
告文学创委
会 原 主 任
许大立

专家评委
点评：

过去的
城乡差异一
直 很 大 ，很
多乡村都比
较 闭 塞 ，环
境 差 、交 通
和医疗条件
差 ，不 少 乡
亲的心里往
往 存 在“ 低
人 一 等 ”的
感觉。随着
城市化进程
的 推 进 ，更
随着美丽乡
村建设的加
速 ，很 多 乡
村不但修通
了 道 路 ，而
且开通了定
时 、定 点 的
公 交 车 ，这
不但给乡亲
们的出行带
来 了 便 捷 、
给乡村发展
带 来 了 福
音 ，也 给 乡
亲的心里带
来了温暖和
幸福。开农
庄的秦庄主
就经历了这
样的心路历
程 ，他 是 众
多乡亲的代
表。这种变
化的速度越
来 越 快 ，乡
村的复活与
美 丽 ，自 然
不再是遥远
的事情。

重庆市
作家协会副
主席 蒋登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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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改革开放40年 主题征文选登
截稿日期：2018年10月31日

第一次搬家的情景毕生难忘。1984年我18岁，因作文在班上比较
冒尖，有幸考上了县广播事业局，学做记者。离开小镇那天，母亲拿出了
两样行李：一口老式的油皮箱子，是我爹参加工作时用过的老物件，里面
装的是换洗衣服；另一件是用床单裹着的大包袱，里面装的是被子、铺盖
和一些杂物。

那是一个冬天的清早，母亲扛着大包袱走在前面，我提着油皮箱子跟
在后面，穿过布满浓雾的青石板街道，去到小镇的车站，坐上了发往县城
的第一班客车。

我的新家，是县广播事业局自建的水泥结构套房，而那套房子早有同
事先住着。单位就从两室一厅中划出一室作为我的“家”，客厅不共用，只
厕所共用。我开始拥有自己的第一个家，8平方米，不过一床、一衣柜、一
书桌。

乡镇出来的娃儿，能够在县城拥有8平方米的房子，心里是相当满足
了。

后来恋爱了、结婚了，有了孩子，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去央求领导，改善
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领导考虑到是底楼，就立马安排工人挨着搭了一
间6平方米的石棉瓦房。

可是没想到，楼上经常掉东西，石棉瓦又易碎，害得屋顶老是被砸出
窟窿。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记得一次大雨，我用上了所有的盆盆罐罐接
水，家里就像摆了一个奇葩的八卦阵。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
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每当潘美辰歌声在耳边响起，充满心酸的漂泊感便油然而生。
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单位建集资房，我硬着头皮，在亲戚朋友那里

东拼西凑，借了3万元才得以入住新房。鸟枪换炮，60多平方米，小三室
两厅，一家三口从此开始有了正常的起居生活，心里美了好些年。

小日子过得顺风顺水，2004年，因工作需要，我有幸被调到重庆主城
工作。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往往爱往热闹的地方凑，我也不能免俗。放
弃了熟人在北环的便宜集资房，嫌那里太偏远，冷清，一门心思往市中心
里头扎。便在学田湾按揭了一套商品房，家住大礼堂旁边，那多有面子。

但好景不长，婚姻不幸发生变故，我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租房生活，从
渝中到江北，从南岸到渝北……搬家、搬家、再搬家，几乎成为一种常态。

“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它，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
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

我深知安居乐业的道理，有了一定积蓄，便也又萌生了买房的念头。
2008年夏天，在东比较西比较之后，冲着江景楼终于在南岸区南滨路买
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推开窗户，渝中半岛壮观的城市风光扑面
而来，重庆夜景更是旖旎多彩。

可当年我在江北区上班，那时候没轻轨，上下班坐公交，每天过两座
大桥，钻两次隧道，在路上一堵一挨，就是一两个小时。思量再三，便果断
租出自己的房子，重新在江北区开始了一轮轮的租房生活，又回到搬来搬
去的漂泊状态，一晃就是好多年。

岁月匆匆，生活的节奏快得没时间让脚步停留，同事中开私家车上下
班的越来越多。

城市越变越大，没有车也的确越来越不方便，于是我也与时俱进，买
了私家车。生活半径扩大了，眼界开阔了，居住的观念也变了：不怕住得
远，但求住得好。

可总是租房也不是个事儿。4年前，我咬牙在照母山附近又买了一
套房，这次搬家，总算有了点乔迁之喜的味道。

周末经常和家人上山走走，觉得挺舒心、挺满足的。可是最近从山上
俯瞰，猛然发现，山下的楼盘像竹笋一样疯长，这城市发展太快了，心想，
这里的清静恐怕很快将不复存在，于是又有了撤离的想法。

那段日子，我忙着看房，从机场路看到九曲河，从九曲河看到礼嘉，从
礼嘉看到蔡家……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处理想的房子。这个新小区绿化率
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有山、有水、有花园，屋后还有成片的菜地，正好满
足了我心中的田园梦想，于是再次乔迁。

目前，在新的住所，我过着朝花夕拾的愉快生活。说句老实话吧，改
革开放让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了盼头，居家环境越来越好，生活的品质
越来越高。

忽然想起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
如山”！此时此刻的我，真切地领悟了杜甫当年的忧虑、感叹，因为遭遇了

“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悲伤，便愤而呼吁——如何能得到千万间宽敞高大
的房子，普遍地庇护天下百姓，皆大欢喜，房子在风雨中也不为所动，安稳
得像是山一样。

几十年一晃，自己也年过半百，然而一个站着的城市磅礴展开，“广厦
千万间”的千年梦想已然变成现实。想想过去逼仄简陋的住房条件，看看
现在美轮美奂的居住景观，简直有天壤之别。

（作者供职于重庆市司法局）

以前开往农村
的客运专线汽车，
是不能叫“公交车”
的，我们都叫它中
巴客车。客从何
来？来的客就是我
们农村人，到城里、
镇上办完事情后，
没有其他的选择，

坐中巴客车是唯一的选择。
坐这种客车的大多数人都是农村人，背上背着背篓，肩上挑

着扁担，手上还提着鸡、鸭、鹅，车上是不讲清洁卫生的，只要能够
装得下就行。说到底，开往乡镇的客车班次太少，人们只有去挤，
哪管车窗是否明亮，车厢是否干净，背篓扁担有一席之地就不错
了，要想客车准点发、准点到，那是白日做梦。

十年前不敢想的事，五年前不敢想的事，在一年前突兀来
临。一开始谁也不会相信，直到区政府在车站前的广场上搞了一
个开通典礼，看见第一班开往乡村的公交车开出始发站的时候。
从这第一辆公交车的喇叭声响起来，看热闹的人们，才相信。属
于自己的公交车，会半小时一班地准点从始发站开出，车厢比平
常的客车宽敞一些，车窗玻璃明亮，还设置了空调，有足够的空间
放扁担背篓。

这是2016年7月21日，普通的一天，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最普
通的一天，可对于重庆与贵州交界的重庆綦江区的老百姓来说，
这绝不是普通的一天，这是老百姓盼望了几年的一天。前几年区
里小道消息一直在传，说是全区的乡镇，三年内逐步都要开通公
交车，价格不论远近都是二元钱。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天
大的利好消息，谁也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

綦江区是重庆的南大门，紧邻贵州省，全区两千多平方公里，
以山地与丘陵沟壑为主，各个乡镇与城区的距离，最远的有一百
多公里。要开通公交车确实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但老百姓的出行
确实是一个问题，原来的老客运中巴车摇摇晃晃破烂不堪，让老
百姓苦不堪言。现在有开往乡镇的第一辆公交车，那一定就会有
第二辆、第三辆。有了第一个乡镇开通了公交车，那也一定会有
第二个乡镇、第三个乡镇，直到全区的二十个乡镇都开通，老百姓
心中就有了盼头。

地处城区至某镇的一个农庄，集种养殖业、农家乐、农家小院
为一体，以前老掉牙的客运中巴车往农庄前经过，临时停靠，没有
一个固定的车站，司机师傅高兴了刹一脚，不高兴了直接开过去，
任凭客人喊破喉咙也不管。即便是当客车停下，一屁股浑浊的黄
沙漫天飞舞，人们只好紧捂着嘴巴鼻子，而没有停下来呢，又想骂
娘，因为开过去再开回来需要再等半小时。司机师傅说，乡村公
路上本来就没有几个站，农村能跟城市比吗？一个一个的站设置
得妥妥当当，老百姓反而不方便。这样的交通条件，我这个农庄
也没有几个客人，即使来了第一次，一谈到这样的交通状况，也不
想再来。而客人的说法呢，他们说这个农庄好是好，可惜就是来
一趟太费劲。

农庄的庄主姓秦，他听说区里已经开始向乡镇延伸公交车线
路，激动得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他倒不是想马上就能开通农庄前
的这条公交车，公路、站牌的条件还不是完全具备，但至少有了盼
头，这个盼头不是无尽的奢望，而是实实在在可以开花结果的，只是
早晚的问题，因为区里已经明确了各个乡镇开通公交车的时间表。

自从城区公交车开往乡镇农村的那一天，秦庄主努力改造自
己的农庄，并一天天看见农庄的前面那条公路硬化后又铺上坚实
的沥青，车子过去的时候，不再尘土飞扬。一个挺有诗意的叫“明
月沟”的站台及站点也设置好，只等那城市公交车往门前通过。

公元2017年7月7日，秦庄主清楚地记得这一天，往他门前通
过的公交线路终于开通。他很早搭朋友的车去了城区的车站，自己
坐上第一趟开往他自己的农庄方向的公交车，那一刻的兴奋不亚于
自己农庄开业。公交车不快不慢从城区发出来，每到一个站点，车
上那标准秀丽的普通话响起来，惹得像他一样的乘客们大笑不止，
坐公交车就是好啊，还有美女报站名。到每一个站，不慌不忙、肩挑
背扛的乘客也不用担心，半个小时一班的节奏，还怕赶不上吗？有
美女标准的普通话导航，听着就是
入耳入心。秦庄主坐在车上有一种
主人的感觉，今后他自己在“明
月沟”下车，不再是司机师傅的
恩赐，因为那不再是一个乡村
招呼站，而是一个名符其实的
公交车站。他的客人记住“明
月沟”这个站的名字，农庄就在
眼前，堂堂正正地下车，不再向
司机师傅求爹爹告奶奶，这是
乘客有权下车的地方。

第一趟公交车缓缓地开
向农庄，现在的秦庄主想的就
是，如何打造好悠闲、惬意、娱
乐、农作的新型农庄，托公交车的福，把幸福班车开得更
远。 （作者单位：綦江区文联）

自从城区公交车开往乡镇农村的那一
天，秦庄主努力改造自己的农庄，并一天天看
见农庄的前面那条公路硬化后又铺上坚实的
沥青，车子过去的时候，不再尘土飞扬。

乡村公交车
刘泽安

“我想有个家”，不过是每一个普通人简单朴素的梦想，过往的艰
辛和渴望，如今的舒适和满足，其间包含了多少的奋斗、追求和期
待。几十年一晃，自己也年过半百，然而一个站着的城市磅礴展开，

“广厦千万间”的千年梦想，已然变成现实。想想过去逼仄简陋的住
房条件，看看现在美轮美奂的居住景观，简直有天壤之别。

我想有个家
吴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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