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40年看交通巨变

1956年 2月 6日，在
一片欢呼和锣鼓声中，一
辆披挂红花绶带的老福特
客车由当时的永宁桥缓缓
驶向了庄桥火车站……这
是宁波首条公交线路。1
路车迎着改革开放驶向新
时代，见证着城市公共交
通的发展，车上每一张乘
客的笑脸，见证着宁波人
的幸福出行。

1978 年，全市仅 17
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长
158.8公里，全年客运量
不到 4000 万人次。而改
革开放 40 年后的今天，
坐公交车不仅仅是城市人
的独享，2016 年我市全
面完成了城乡公交一体化
改造，山区的村民也坐上
公交车，实现全域公交
化。截至2018年10月全
市 公 交 线 路 超 过 1200
条，运营里程超过 2.2万
公里，日运送乘客160余
万人次。

城市公共交通的大家
庭除了公交车这个“成
员”外，出租车、轨道交
通、公共自行车也发光发
热。轨道交通形成十字型
运营骨架，常规公交实现
稳步发展，公共自行车基
本形成点多面广、统散结
合、疏密有致、取用方便的
网络，出租汽车行业稳定
规范发展，构建完成了公
交开路、轨道铺路、自行车
上路、出租车拓路的“四车
一体”公共交通服务体系，
公交机动化分担率和公交
满意度大幅提升，公交服
务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在日前广州召开的全
国城市交通工作暨公交都
市建设推进会上，宁波市
被交通运输部授予“全国
公交都市创建示范城市”
称号。

城市有公共汽车，可农村各地
也都一一通了公交车，这在过去，
是人们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10年前，我们的小村庄——江
北区慈城镇王家坝村也与其他各地

村庄一样通上了公共汽车。“村里
通公共汽车啦！”“村里通公共汽车
啦！”村民们奔走相告，甚至有的
四处“游说”：有打电话通知亲人
的，有路遇熟人相互转告的，还有
老人以写信的“土办法”告知远方
的亲朋好友……一天六个班次的公
共汽车，足够村民们乘坐，足够容
得下村里想乘坐公共汽车外出、购
物的村民……

10年前，村民去慈城镇、到宁
波城区，要么骑自行车，要么得先
走四五里地到乡镇，再乘坐公共汽
车，且那时候的公共汽车里坐满了
人，挤不上车的，只能再等下一班
……直到如今，乘客一个个端坐在
石凳上、焦急等待着下一班公交车
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回想起25年前，我在江北区洪
塘中学教书。那年正月初一，正值
雪花飞舞，为去拜见在老家的父
亲，我骑着自行车，前面带着 5 岁
的女儿，后面驮着妻子一起风风火
火赶过去。当时从洪塘到老家村里
没有直达的公交车。我骑着自行车
一路颠簸，一边还不时被雪花溅花
了眼。到爷爷家时，女儿的双脚冻
得红肿。妻子急急忙忙从厨房里取
来热水，边为女儿暖脚，边“念
叨”着这样的话题：“公共汽车何
时才能通到你们的村里啊？也能让
村民好好过过公交瘾……”

如今，我依然会选择坐公共汽
车回村里，听见村民上车熟稔地刷
卡声，我会心地笑了。

（王水成）

公共汽车通到了咱村庄

公共交通见证幸福出行幸福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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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余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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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过八年公交售票员，这
个职业可是既辛苦又没啥社会地
位的呀？”一次在与朋友聊天时无
意间讲到我曾经从事过售票员，
望着捂着嘴的朋友，我却自豪地
回答道：“是呀，感到很奇怪吗？
这段售票员生涯可是我成长道路
上的一笔巨大财富呢！”

1988 年 3 月，我放下书包跨
入社会大门，成为一名“上班披
星星，下班戴月亮”的公交售票
员。十米车厢是社会的缩影。每
天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我品
尝着其中的酸甜苦辣。记得 1991
年 6 月的一天，我当班 12 路车，
像往常一样到站点上下完乘客，
车子刚起步，突然一位乘客急吼
吼奔跑过来并吊住了车门。为了
他的安全，我赶紧打紧急铃通知
驾驶员停车，让这位乘客上了
车。不料那乘客上车后反而将手
中的包砸向了我的脸，并破口大
骂，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

事，脸上已经感到一阵火辣辣的
疼痛。顿时，委屈、伤心的泪水
夺眶而出。车内的一些乘客纷纷指
责这位乘客，有人甚至要拔拳相
助。当看到热心乘客的“义举”，我
强忍住泪水继续工作。

更 多 的 是 正 能 量 的 爱 心 故
事。一个炎热夏天的下午，一位
年迈的老人上了我的车，但是上
车后，她既不买票也不出示月
票，只是呆呆地站在车厢角落。
我询问后才知道，老人去女儿家
途中钱包被偷了，身无分文。我
一边安慰她一边代她买了车票，
下车时还给她一些零钱备用。第
二天下午，当我出车回来，见老
人在公交车站足足等了我一个多
小时，就是为了送一根冰棍给
我，以表她的感激之情。虽然当
我接过冰棍时，冰棍早已化为了
冰水，可望着老人通红通红的
脸，我又一次落泪了……

（胡亚红）

难忘的售票员生涯

清晨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人
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
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
生只够爱一个人

如今，快节奏的生活、高强度
的工作，已让我们渐渐忘记曾经慢
节奏、慢生活的体验，生活似乎少
了一丝韵味。改变一触即发。没
错，你看，时光像一趟没有终点的
列车，而惊喜总会在不经意之间闯
进你我他的生活中。

瞧，马路上、小巷内那蓝橙相
间的公共自行车犹如一道光，照亮
了这趟快速飞驰的时光列车，也欣
喜了车厢内的人们：原来生活还有
诗和远方。

2013 年 9 月，公共自行车在甬
城正式亮相，蓝橙相间的公共自行
车有效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解决
了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改善了
慢行交通出行环境。如今，公共自行
车已不单单是便捷出行、健身锻炼、
保护环境的代名词，它让我们再次
感受到慢生活的舒适感与幸福感。

在春风吹拂下，骑着公共自行
车倾听鸟语、品味花香，体验柳絮
落在手掌时的轻盈；炎热的夏季，
推车行走在林荫大道上，感受高温
下的微凉，阳光穿过树梢，光斑点
点；在枫林尽染的宜人之秋，望着
枫叶飘落、在空中打转，最终落在
蓝橙相间的自行车上，构成一幅美

不胜收的画作；冬季，午后阳光渐
暖，缓缓骑着自行车，感受古镇青
砖绿瓦散发的历史气息，时间就这
么静止在静谧的小镇……

五年，公共自行车带给我们的
惊喜让人震撼。未来有无数个五年，
公共自行车带来的慢生活依旧继续，
慢骑、慢享、慢生活，慢慢感受时钟的

“滴答”与四季变迁。 （钱梦娜）

慢骑 慢享 慢生活

2020世纪世纪7070年代年代 2020世纪世纪8080年代年代

2020世纪世纪9090年代年代 现代新能源公交车现代新能源公交车 （（千川千川 摄摄））

如今四明山上的公交车如今四明山上的公交车
（（应刘娜应刘娜 摄摄））

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客运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客运（（交通志交通志））

出租车保障重大活动出租车保障重大活动

宁波街头的公共自行车宁波街头的公共自行车
（（赵明赵明 摄摄））

把座位留给更有需要的人把座位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郑谧郑谧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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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厉晓杭
通讯员 陈张坤 吴秀琴

“顺其自然”是“爱心宁波”
的代名词。在北仑，也有一位像

“顺其自然”一样的爱心人士，他
从2010年4月开始，连续八年，每
月以“佚名”的名字，向北仑区慈
善总会捐款 200 元至 450 元。截至
今年 12月初，“佚名”已累计捐款
104笔35150元。

今年 12 月 11 日，北仑区慈善
总会财务人员曹宁静又接到了一笔
来自“佚名”的电子汇款，金额是
450 元。曹宁静自去年年中经手财
务工作以来，每月 10 日前后都会
接到这样一笔汇款。

“从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

单上，我们根本看不出这个人是谁，
来自哪里。”曹宁静拿出了一张正常
捐款的回单进行对比。她说，从上面
看，“佚名”的回单上缺少了账户、开
户行、结算方式等基本信息。

“同往常的单据一样，上面的
信息除了‘佚名’‘退休金’外，
仅凭证种类上有一个 8 位数的号
码。”曹宁静又拿出一张正常的现
金汇款单来比对，发现上面也有一
个类似的 8 位数的号码。“我们认
为很有可能他也是现金汇款。”曹
宁静说。

“我们最早接到以‘佚名’的方
式捐赠的事是 2008 年汶川大地震
的时候，是一笔 200 元捐款。”北
仑区慈善总会会长助理赵燕儿说。
她在北仑区慈善总会工作多年，早
期从事财务工作。虽然事情已经过
去 10 年，但赵燕儿仍记忆犹新。
她说：“在此之前，区慈善总会没
有接到过类似匿名捐款。”所以她
印象极为深刻。

赵燕儿介绍，此后的一两年时

间里，也没有收到“佚名”的捐
款。“再次收到‘佚名’捐款是
2010 年 4 月 22 日。”北仑区慈善总
会对每笔捐款都有记录，赵燕儿为
此还在捐款类型里备注了“赈灾”
两个字。

此 后 ， 从 2010 年 7 月 开 始 ，
“佚名”这两个字每个月都会出现
在捐款名单里，备注都是“退休
金”三个字。

笔者从北仑区慈善总会整理出
的一份“佚名”的捐款明细表上看
到，从那个时候起，“佚名”每个
月的 10 日前后都会定期向区慈善
总会的账户里汇款，金额逐年递
增，直到现在的每月 450元。有个
别时候，如果哪个月没有汇款，那
下个月肯定他会补上，同一个月内
出现两笔汇款。

“起初我以为是我们区慈善总
会的一位退休人员，但我后来私
下询问，确定不是他。”赵燕儿和
北仑区慈善总会工作人员也一直
想寻找“佚名”，但无奈线索有

限，无法找到。“从汇款时间和备
注内容来看，应该是一位退休人
员。”

2017 年 4 月，“佚名”被评为
“慈善先进个人”，但因找不到本
人，奖杯和证书无法发放，至今还
存放在慈善总会。

“像‘慈善一日捐’等活动，
也经常收到匿名或化名捐款的好心
人。”北仑区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周
艳说，但像“佚名”一样，长期坚
持献爱心不留名的仅此一例。

“一开始，我们也想着去寻找
这个‘佚名’，但后来一是因为线
索有限，难以查找；二是本着尊重
捐 赠 者 本 人 的 意 愿 ， 没 有 去 查
找。”周艳说，虽然“佚名”捐赠
的金额不能跟“顺其自然”相提并
论，但他这种八年如一日坚持做慈
善的精神，与“顺其自然”相比毫
不逊色。“他在我们心中就是北仑
的‘顺其自然’。我们也将以‘佚
名’为榜样，认认真真对待慈善工
作、做好慈善事业。”

他被称为北仑的“顺其自然”
“佚名”坚持八年每月向慈善总会捐款

记者 钟海雄

“这样打围墙，不是环境整
治，而是在制造卫生死角。”近
日，编号为“57470”的网友在中
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问政平台曝光
鄞州区姜山镇一堵遮挡卫生死角的

“遮羞墙”。
网友反映，这堵墙位于鄞州区

姜山镇陈家团村，为的是遮挡废弃
宅基地里的垃圾。这样的“环境整
治”后，卫生检查人员是看不到

了，可是村民看得到。在未完工的
建筑工地周边打围墙，老百姓还能
理解，因为打完围墙后还有人管，
等到工程完工后，围墙也会拆除。
但是对于这种废弃宅基地边上打围
墙，不是环境整治，而是在制造卫
生死角。如果有人再把垃圾扔进
去，那这里就会变成一个垃圾场！

面对网友的痛心疾首，姜山镇
的回应却出奇简单：经了解，打围
墙纯属老百姓个人行为。

为探寻真相，记者来到了姜山
镇陈家团村。在村民的指引下，记
者找到了这个被一“遮”了之的卫
生死角。筑起的两堵围墙高约 1.5
米，围住了五六十平方米的废弃宅

基地，围墙内有一段已经倒塌的墙
体，墙体周围散落着不少生活垃圾
和建筑垃圾。

村民告诉记者，这块区域是一
块无主的荒地，很早前是一个猪
圈，猪圈倒塌后就一直荒废至今。
村民说，打墙的泥水工告诉他们，这
两堵墙是村里让他们打的。他们非
常反对这种做法，担心打上墙后，这
里会成为无人注意的管理盲区。

“附近居住的人员复杂，我们很
担心有人将垃圾扔进墙内，日积月
累，这里就会成为垃圾场了。”村民
们不理解，为何这块脏乱的宅基地
要通过筑墙的方式来“遮羞”？为此，
他们已多次向村里反映了这一情

况，但村里一直没有回应。
上周，记者再次来到陈家团

村，发现原先砌好的围墙已被推
倒，碎石散落在荒地上，显得更为
脏乱。村民说，这是附近几户村民
自发拆除的。“即使是个人行为，
相关部门也应该监管并制止！”村
民们强烈要求不再重砌此墙，并彻
底整治这一卫生死角。

发现身边文明或不文明，请您
通过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直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

通

这样的“个人行为”为何不阻止

鄞州姜山镇一堵“遮羞墙”遭网友吐槽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
张晓庆） 宁波轨道交通运营分公
司发布消息，12 月 24 日、31 日
两天，宁波地铁全线执行特殊日
时刻表，这两天推迟 1 小时收
车。

24 日、31 日当天，地铁运
营时间为 6:00—23:00，较平日
延长 1小时关站。从末班车时间

来看，1号线往高桥西方向列车抵
达鼓楼站为23:51，1号线往霞浦方
向抵达鼓楼站的时间为23:18；2号
线往栎社国际机场方向的列车抵达
鼓楼站的时间为 23:23，往清水浦
方向抵达鼓楼站的时间为 23:26。
也就是说当天晚上 23:00 后还有地
铁可以乘。请市民预留好时间，以
免错过末班车。

12月24日和31日

宁波地铁延时运营1小时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虞南）受弱冷空气影响，甬城阴雨
蒙蒙，好在气温不低。昨天，市区最
高气温13.5℃，最低气温10.4℃。

昨天的冷空气把甬城拉回了

冬天原有的样子。而新一轮强冷空
气正在蓄势待发。

元旦前，我市将维持多阴雨的
天气格局，冷空气频繁。根据预
报，今天阴到多云，明天阴局部有
小雨；26 日到 31 日以阴雨天气为
主，仅28日后期到29日前期短暂雨
止；1 月 1 日晴到多云。气温由偏高
转为偏低，27 日起气温逐日下降，
最低气温从6℃降至2℃。

强冷空气周四驾到

孙虹女

宁波人不缺幽默，比如说到
天气时，一句话很流行：昆明四季
如春，宁波春如四季。近日，看到
许多宁波市民用爱写就的新闻，
我觉得，宁波可以说是四季如春
了。

宁波城管部门近日通过市城
管义工协会，联合市慈善总会，发
起以“认捐一杯姜茶，温暖一座城
市”为主题的送“爱心姜茶”活动，
目前首批 18个服务点已经启动，
向户外工作者提供热姜茶。冬有

“爱心姜茶”，夏有“爱心冰箱”。今
年三伏天热浪来袭，宁波街头悄然
出现了“爱心冰箱”，免费提供、无
人看管。只在醒目的位置写明：为
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小哥和交
警免费提供西瓜和冷饮。

一个月前，14 个月大的女婴小
怡因病等着做肝移植手术牵动甬城
市民的心，大家没有忘记包括小怡
一家人在内的新宁波人为宁波城市
建设和发展付出的血汗，四方爱心
不断涌来。12 月 18 日，小怡提前出
院了，是好心人的爱，把小怡从死神
手中拉了回来。

12月 15日早晨，经营着一家酒
吧的黄小琴夫妇开始向环卫工人提
供免费早餐，这已经是第四年了。热
气腾腾的包子、大米粥、年糕汤摆满
了一桌。黄小琴说：“虽然很累，但很
开心。”

爱心激发爱心，温暖传递温暖。
宁波市民用朴实生动、真切感人的
善心义举，如涓涓细流汇成爱的暖
流，涌向人们心田。这些人、这些爱，
在四季轮回中再次铺就了这座城市
浓厚的文明底色。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箱
1871684667@qq.com）

这些爱，让宁波四季如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