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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湖北省武汉市退
休老人如茂

我10多岁跟父亲从浙江老家
来武汉，已经在这里住了70年（武汉
市江岸区南京路泰安里）。你看这
里的房子、房子里的家具，很多比你
们的年纪还要大。泰安里这条巷子
在市中心，出门几步路就是车站，走
路5分钟就是江汉路步行街，到哪里
都蛮方便。

我的孩子、孙子和重孙们大多
住在武汉，住的地方离这里都不
近。孩子看我年纪大了，要我到他
们家轮流住，我不去。你莫看我80
多岁了，腿脚还是很灵便的，前几
年过年的时候，我还自己骑自行车
到硚口、到汉正街那边去办点年
货。这几年呢，近的地方我就走着
去，远一点就坐公交车。

这两年公交车的的确确蛮方
便。你看我的老年乘车证，是两三
年前居委会帮我办的（江岸区先锋
居委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
办，就收了20块钱的保险费。一年
可以刷730次，平均一天刷两次，用
不完。过年过节的时候，儿子姑娘
们要接我到他们家去聚，怕我累，总
是说要开车来接我，要不就“打的
士”。我每次都是坚决不同意，我又
不是走不动路。再说，“打的士”得
多花钱，我有这个证，坐公交车不用
花钱。每次我出门前，先给孩子们
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我出门的时
间，算算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就到楼
底下的车站等我，根本不需要开车
来接我。

有了这个乘车证，我这两年出
门买东西也方便。比方说，我喜欢
喝绍兴黄酒，一次要买一箱回来慢
慢喝。儿子姑娘们总是提出帮我
买，我不愿意，我还是想自己动一
动。以前我经常骑自行车到车站
路的一个批发市场去买酒，用车慢
慢驮回来。后来孩子们坚决不让
我骑了，我现在就坐公交车到那
里，买上一箱黄酒，请老板找人帮
我拉到车站，我自己搬上车然后往
回坐，到站后走几步路就到家了，
比骑自行车还方便。

我们这一代人节约惯了，出门
是不愿意多花钱的。政府推行的
这个乘车证很好，现在市里的交通
蛮方便，公交车又多，去哪里的都
有，带着这个证，我平时自己就可
以出去转，不费钱又锻炼身体。前
两年这个证有的车还不能用，今年
所有的公交车都可以用了。前一段
时间我看报纸，说是再过两年，坐地
铁和轻轨也可以用这个证，那就更
方便了！我这里走一走就到江汉
路 的 轻 轨
站，儿子姑
娘们住的地
方也都有轻
轨，以后去
他们那里，
肯定更快。

（ 王 宇

整理）

老人乘车证
真的很方便

6 月 9 日，浙江嘉善，张静娇和汤

妹妹两位年届七旬的老人，正兴冲冲

地结伴出门。她们要去上海市一家剧

场听越剧，这趟需要跨越沪浙两省市

的旅途，由两趟本地公交和一趟省际

公交组成，单程 1 个多小时，每人来回

的花费是 13 块钱。“挺方便的，钱也不

多。”张静娇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因为

天气太热，平日里得有 10 多位老姐妹

结伴出行。

两位老人生活中这普通的一幕，

却让记者感触良多。

作为一名主抓交通新闻的记者，

日常采访的时候经常问自己：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究竟带给我们什么？老人

的经历点醒了我，也对这个重要选题

有了更深的理解。

带给我们更快捷的运输服务。一

条条省际高速路、快速路的贯通，缩短

了人们往返奔波的时间。上午从浙江

家中出门，下午在上海市内听戏，晚上

从从容容地坐车回家。在如今的中国

大地，这样“一日看尽两地花”式的休

闲方式越来越多:周末的北京市民去

河北香河采购家具，节日的广东百姓

去香港“血拼”购物。正是道路的通

畅，带给人们更多的出行地选择。

带给我们更低廉的出行成本。往

来时间的缩短，公交专线的增加，无论

是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都随着这

种运输体系的完善而不断降低。且不

说这两位老人享受到省际公交带来

的便利，记者自己也体会到这种实实

在在的好处。记得刚上班时，碰到去

外地出差，为了赶时间往往选择“打

的”去机场火车站；而现在，记者为了

赶时间，多半是选择地铁和机场快轨：

不仅价格便宜，时间上也有保证。

带给我们更频繁的交流机会。一

个地区的经济活跃程度，往往与人员

交往的频次相关。便捷的交通运输恰

恰为这种交往提供了重要保障。为人

们提供更多的交流可能、提升交流的

舒适程度——想来这也是“人便于行、

货畅其流”这一命题的应有之义。

说到底，交通

建设的根本还是服

务于人，10年变迁，

让百姓的出行有了

更舒适、更快捷的选

择，“以人为本”的践

行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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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里的日常上班及周末出
游，到乡村里的外出、采购、上学，看
着并不起眼的日常出行，却在 10 年
间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我国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全面展开，我国
城乡交通的基本面貌在一天一天悄
然改变，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不断完
善，城乡客运一体化建设大力推进，
快速公交系统在各大城市全面铺开
——正是这一点一滴的小变化，折射
出了一个“行”字里的大变化。

城乡全面对接：客运

一体化建设大力推进
陕西农民韩喜运的儿子今年高

考。6月 7日早晨 7点，老韩从商洛市
商州区板桥村家门口的班车点花 5元
钱买票上车，50 分钟后就到了县城，
然后去学校找上儿子一起去考点。当
天晚上 6 点，陪儿子在县上吃过晚饭
后，老韩又搭班车准备回家。“村里有
了班车点，我也像城里人一样，给儿子
做了把陪考。”老韩笑着说。

竹箦镇是江苏省溧阳市最偏远
的乡镇之一，过去百姓出门只能坐

“黑车”，司机漫天要价，而且很不安
全。现在 1 元钱就能从村里到镇上，
20 分钟就能有一趟公交车去溧阳市
区。家住上宋村的杨彩英以前只在
镇上逛逛，而现在，她常约上三五个
要好的朋友一起去溧阳市区购物。

今年 4月中旬，20辆崭新的 LNG
天然气大巴驶上溧阳市竹箦镇街头，
农村公交班线首次用上环保天然气，
此后将逐步全面更新农村公交车辆，
让乡村客运更环保绿色。

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城乡道路客
运市场的相对分割已不适应城乡一体
化发展的需求。通达便捷的区域交
通网络，是大经济区域或经济圈形成
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而农村公交
是区域交通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

促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为城
乡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客运服务，是统
筹城乡客运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
2008 年，国务院改革了交通行政管

理体制，道路旅客运输与城市公交统
归交通运输部门管理，突破了城乡交
通一体化管理体制上的障碍。

出行选择增加：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完善
田子坊是由上海特有的石库门

建筑群改建后形成的时尚地标性创意
产业聚集区，也是李军小夫妻 6 月初
来上海之行的最后一站。从田子坊出
来走10分钟，李军小夫妻俩就进了上
海地铁 9 号线，坐到陆家浜站倒 8 号
线，再从老西门站坐 10 号线，两个人
很方便地就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出了
地铁站，李军把他们昨天花 18元钱买
的“上海地铁一日票”退掉，小两口的
上海两日游算是圆满结束。

“我们日程很紧，还要去别的地
方，上海虹桥的火车站、飞机场和地
铁都在一起，让我们的上海两日游轻
松、愉快！”李军说。

7 年前，田正军一家在广东省佛
山 市 顺 德 区 的 碧 桂 园 小 区 买 了 新
房。那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短短的
几年，从他家小区开车到广州市中心
天河区，走新光快速路，半个小时左
右就能到。

“ 这 条 高 速 路 是 免 费 路 ，不 收
费。让我上班方便了很多。”田正军
笑着说。让他觉得方便的还不只是
这个，家门口的地铁坐到广州市中心
也就 1 个小时，现在小区门口的轻轨
站也正在装修调试，“这条轻轨可以
直接到广州火车站和白云机场，以后
出门就更方便了！”田正军对家门口
的这个出行变化充满期待。

如何充分发挥综合交通体系的
最优综合交通效益，满足旅客日常出
行便利的要求，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
国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各级政府特
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以铁路、公路、民航这 3 种主要
运输方式为例，以往这几种运输方
式 各 自 规 划 的 枢 纽 大 多 是“ 自 成
一体”，相互之间换乘不便，大大增
加了人流和物流成本，进而导致各
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无序竞争，使得

联合运输难以组织，也就难以形成
综合运输效益。

尽管在建设综合运输体系方面
还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但建设综合
运输体系及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布局
已经破题。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不仅
要实现多种运输方式实现一体化发
展的全程无缝链接，还必须以国家战
略的高度在规划综合运输网络的同
时，对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进行统一布
局规划，加强包括各城市在内的各有
关部门之间的协调，强调城间运输与
城市交通的衔接配合。

经过 10 年的发展，按照国家建
设综合运输体系的指导思想，我国许
多大中城市也都在加强综合交通枢
纽建设，以实现旅客零换乘的目标。
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今后千千万万
个像田正军这样的家庭，出行时会更
加方便快捷。

更加方便快捷：快速

公交系统方兴未艾
老家在安徽无为的赵云师傅来

北京干装修有 10 多年了，因为考虑
到房租的性价比，赵师傅一直在南城
大红门附近租房住，“干装修的，接到
哪儿的活儿都得去，坐公交倒地铁，
北京城我快跑遍了。”赵云说。

既然坐公交倒地铁是常态，赵师
傅对家门口开了啥新线路就特别留
意。2006 年 4 月份，赵师傅坐上了听
说已久的快速公交，“当时刚接了一
家装修在北边，坐快速公交到前门转
地铁很方便。那时候公交一卡通刚
出，刷卡还能打四折。真的是又便宜
又快！”赵师傅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
了，“刚开始坐快速公交还有点儿不
习惯，与普通的公交车既不在一个道
上跑，也不在一个站上停，第一次坐
还真有点紧张。”

赵师傅坐的就是北京最早的快
速公交线，全长 16 公里的南中轴快
速公交 1号线。

快速公交系统也被人称作“地面
上的地铁系统”。它是利用现代化公

交技术配合智能交通和运营管理，开
辟公交专用道路和建造新式公交车
站，实现轨道交通运营服务，达到轻
轨服务水准的一种独特的城市客运
系统。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进
程的推进，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显
现，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已经成为众
多城市作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一
剂“良药”。以北京为例，截至 2010
年底，全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共 14
条，运营里程达到 334 公里，比“十
五”末的 112 公里增加了 222 公里，增
长了 1.95倍。

有关专家指出，“公交优先”这一
理念的关键，是让大家出行优先选择
公交。

数据显示，相同的道路空间公交
车的单载客量是小汽车的 30 至 40
倍,道路空间让位于公共交通才能增
大供给。因此，治理城市拥堵更需要
提供高品质、多方位的公交服务。

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优化
公交线网，方便乘客换乘，缩短乘客
等车时间，真正让公交车快起来。

以山东济南市为例，近年来积极
推进公共交通引导城市发展战略，开
通了快速公交、大站快车、超市班车、
郊区专线、旅游专线、高峰跨线车等，
为市民提供了多元化出行服务。

10 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
加快，市内交通出行理念随之不断变
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搭乘公共
交通出行。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公共
交通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使得百姓的
出行更加舒适、便捷。

湖南省株洲市日前宣布，该市 627辆公交车已全部换成纯电动或混合动力车。这是两位乘客展示新能源公交车乘车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