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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苏州地面上新近出现的
公交车卡，主要是给外地游客来苏州
旅游时用的。卡名叫苏州好行卡，卡上
即明文规定用途，“苏城一卡畅通，公
交免费换乘，景点快速达到，园林直接
入内”，自然给外地初来苏州人生地不
熟的游客带来极大的便利，要游园林
的游客，不但可以按图索骥，甚至可以
上“骥”而直达。小小一张卡，凝聚好德
行，值得点赞。

这张苏州好行卡，其实针对来苏州
一日游的游客设计的，苏州公交公司利
用自己的资源，推出适合市场的便捷线
路，游客在参加一次短途旅游时上车，
刷卡，这张卡就被激活了。被激活了的
卡，不但能随这辆车走，而且，在24小时
内，苏州市内所有的公交车，都可以免
费使用。等于是做了一次短途游客，就
是苏州公交车一天尊贵的畅通无阻侠，
不再缴纳任何费用，就能信马由缰乘着
公交车优哉游哉游苏州。

我也是陪外地来苏州旅游的朋友
游玩，才无意中发现这张新近推出来
的一日游卡的。作为一个来苏工作定
居近三十年的人，我头一回发现这公
交车上居然也可以有如此浓浓的人情
味，公交车卡上可以有这般过人的创
意智慧。我的外地来的朋友，每人拿着
这张卡，正面看反面看，卡上的卡号、
色泽图案、旅游线路图、微信二维码，
无一不赞赏不绝，那模样似乎是恨不
能钻进这张薄薄的卡内看看。而且，一
致提议，接下来，利用足政策，不再乱
跑，就乘公交游览苏州，看苏州的风景
美、人情美。说实话，这次陪朋友游，是
我花费最小而自觉最长脸的一次。

写这些，估计有人会说风凉话，说
我和我的朋友都是一些善于占便宜钻

空子的角色，人家客气给你梯子你就真的
顺势往上爬。我倒是想回复：为什么不呢？
设计者难道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到这么大
大明显如宽敞马路的空子吗？代价是有
的，但代价付出了，赢得的绝对更多。我的
这几个外地朋友，有的是做公仆的，他啧
啧有声，说回去会在大会上大肆发表游苏
感慨，他会在主席台上掏出这张珍藏的卡
让大家看，谈什么叫思路，谈什么叫新意，
这张卡会像弹片拨弦一样，拨响手下人生
锈的脑子。还有的是作家和媒体从业人
员，他们也都说值得写写文章，说这张小
小的卡，比之杭州西湖的经营谋略，异曲
同工，后来居上。什么意思？杭州西湖列入

“世遗”，他们其实是可以修筑土围子，让
所有想看西湖风光者都买门票；但他们没
有这么做，西湖是敞开的，西湖是无价的，
欲亲近西湖者都可以不买任何门票。此举
为杭州人赢得天下游人的口碑，游客更
多，也让杭州人从西湖旅游的附加值上赚
得盆满钵满。但海比湖大，天比海大，人的
胸襟比天大，这张一日游免费卡，展示的
就是人的胸襟。

可以想象，这张卡让珍藏的人带走，
卡上的电话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忙，微信
的粉，也会一天比一天多，相应的结果就
是游客一天比一天多。

卡的寿命貌似只有 24 小时，但我
可以自信地说，这张卡的寿命其实很
长很长。

有道是小成靠智，大成靠德。这张卡
上，可以说是德智兼备，短期效应和长期
效应相得益彰。这张苏州好行卡，凝聚有
苏州人美好的德行！

刘 放

好行卡上的好德行

今年三四月份，我随校（中国美
院）参与了浙江省的“五水共治”活动，
来到天台市南屏乡前杨村进行一个月
左右的下乡考察与创作。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
巷中，鸡鸣桑树颠。”于烟雾缭绕中前
行，由市井进入乡野，从尘喧行入静默。

我是尘世的游子，仅仅只无数次
地从文字中构想着朴素乡野的场景，
向往着有那么一段时光可以纯粹逍遥
地生活。像海子一般“从明天起，做一
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体味一下木心先生的“从前慢”，许是
有幸能瞻仰像卢梭笔下“神的一滴”般
的静谧。

初入野地，陌生中掺杂着新鲜，同
山野里潮润的空气一同渗入肺腑。静
坐于此，举目四望，唯山峦连绵若隐于
云间，野地与青石黛瓦相映成趣，人类
生产活动下的梯田给原本张扬狂野杂
乱无章的荒山以井然的秩序和章法，
如同动静、鲜灰、疏密这些对比一般，
展现出张弛间的趣味。处处都彰显着
生命初原状态的质朴，在这里，泥土与
草木的呼吸，似乎可以听闻。

这里是天台，是南屏，是前杨，有
着南黄古道与苍翠樟树，于自然与人

文间寻求着平衡之处。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

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
并怡然自乐。”时间在这里缓慢近乎静
止地流逝，从鸡鸣到日落，很难看出每
天的变化。樟树伸展着高于房舍的穹
枝，阳光洒落至宛若亘古不变的枝叶
间，黄狗黑狗又从东村嬉闹至西村，半
开的门扉后静默的老人凝望的眼，柴
间的火星跳跃，炊烟飘起的乡愁。不禁
想起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遍野
荒草年复一年荣枯了谁的心境，天上
流云东来西去带走了谁的心⋯⋯谁在
一声虫鸣里醒来，一声狗吠中睡去。一
片叶子落下谁的一生，一粒尘土飘起
谁的一世。”然而依旧没有旅人由暮色
中归来。

空山幽径处，寺院若隐其间，院门
微微洞开，几缕佛香飘散。山间多雨，
如同曾经见过的无数寺院一般，墙内
的古木同这院墙一同静默在山中默默
注视着山外村落的变迁与发展，是喜
是悲？还是空阔淡然并不做表态？该是
看淡世事变迁于涅槃中一天天殉道着
吧。我不懂佛与道，不敢妄言。

我从未来过这里，又似乎与其似
曾相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
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
在天涯。”不知是古语源自此景，还是
此景生于古语，始建于北宋初年的南
黄古道，至今仍可见骡马商旅缓缓独

行，如同历史的遗忘者，错误地闯入
21世纪苍穹下的一隅。

我是个游者，画者，记录者，旁观者。
村庄怀于山中，依水而建，村子很

新亦很古旧，能够鲜明地感受到新农村
的蜕变，硬件设施逐渐健全，村委的多
媒体会议室、散布在村落各处洁净的公
共厕所、装有空调热水器的民宿，以及
早中晚准时播送的天台人民广播，软件
上则装配了现代人几乎无可或缺的无
线网络等等，“五水共治”亦使村落在进
行现代化建设中仍不失潺潺流动澄澈
清丽的自然美。可以说新农村对基础设
施的建设使得这座原本闭塞守旧的村
落沐浴到新世纪的一缕曙光。

许是这改变还未完成，必然，这改
变是缓慢而困难的，如何在区域发展
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保留原有的自然
风光和历史风貌，一直是困扰着改造
者们的难题。

在这里，我能看到莫奈画中的草
屋，踏过千年古道，窥视隐于山峦叠翠
中的佛宗道源，然而，我亦能看到新刷
的墙上轻浮的画作，新修的碑坊透着
的格格不入的孤立，以及本深深镌刻
着时光与风雨的青瓦屋舍门沿窗棱上
那颇有些滑稽的白粉。

村人们总是希望着自己生活的场
所愈加便利与整洁，这无可厚非，但是
城镇村落的改造并不意味着古迹的失
遗，自然的毁灭。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

的，人生于自然，亦将归于自然，而人类
文明则是通过历史遗迹与文化的传承发
展进步的。合理的改造需要决策者的智
慧与当地人的诉求，村人需懂得这片自
然与历史浸润着的山水的价值，教育尤
为可贵。

我曾坐于池藻旁绘画，恰逢放学，被
儿童围于中间，多数人只是怯懦又满怀
羡慕与懵懂地看着，少有调皮的男孩指
点评论，与同伴交谈嬉笑。那日不经意间
听闻一个男孩的言语，他说：“画成这样
就能卖很多钱了吧，我要是会画画就可
以卖许多钱了！”我当时一惊，许是孩子
家庭环境的影响，又许是他只是说些年
幼无稽的话语，但愿如此吧。因为我觉着
孩童本不该太过于世俗的，该是有着远
大哪怕有些可笑的梦想的。我着实有些
为那孩子着急，因为若是一切事物都以
金钱价值作为标准而改造的话，怕是这
乡野的质朴也终将丧失于不久的将来。

我每日行走，窥看，欣赏，比较，探寻
着别于城市的野趣，体会着行进中的蜕
变，揣测着往昔与未来。

喂马喂羊，看野鸭戏水，观苍鹭遨
游。静坐于此，脑中蓦地仅有“青树翠蔓，
蒙络摇缀，参差披拂”，只有这些古语所
含的意蕴方得以描摹我的眼中景，心中
境。似乎能鲜明地感受到体内蛰伏许久
的激情，这是无法在工业文明中长久生
活下激发的情愫，而今，在潺潺泉音和啁
啾鸟鸣声里，我被接纳了。

王彬潼 文/图

南 屏 山 野 记 趣

如果说新干线是日本的高铁、动
车，那么电车就类似于轻轨，在半空中
有轨行驶的交通工具。我们这次在东
京自助行，搭乘了地铁、新干线、小火
车，唯独没有搭乘到悬空电车，在想象
中，应该像上海的悬磁浮列铁，我们回
程时特意乘坐电车，想感受一番交通
的快捷，没有想到发生了一桩有惊无
险的事。

回程当日，我们早早收拾行李，提
前半天退房，打算去机场免税店买些
礼物回国。我们计划得很好，留下绰绰
有余的半天时间在机场逛逛。我们凭
借路线图和导航仪，拖着 5 公斤重的
行李箱，中途在地铁中转站走错方向
迷路，这些都暂且不表，终于坐上了往

返成田国际机场的电车。我们踏上电
车那一刻，想总可以定定心心休息一
会了，我拿出手机对着窗外东拍西拍，
打算留下这最后的美好时光，倒也不
觉时间过得慢。

在电车上晃晃悠悠了两个半小
时，朋友开始觉得不大对劲，问我，怎
么这车这么慢啊，我们计算只需一个
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机场，可这车怎么
跟蜗牛一样，根本无法跟我们的悬磁
浮列铁相比啊，这样下去半天也到不
了。我开始紧张起来，我们着急地用英
文问身边的乘客，居然没有人听得懂

英文。幸好朋友在电车上找到一张轨
线图，经过手机翻译比对，我们吓出了
一身冷汗，我们乘坐的电车才走了一
半路程，而所剩时间却不多了。车上有
位高中生用英文告诉我们，我们坐错
了车。我们着着实实又吓出了一身冷
汗，问他该坐什么车，去哪乘坐时，他
却摇头不知。

时间紧迫，离飞机起飞不到两小
时了，当务之急是找到正确的交通工
具，人生地不熟，我们又是睁眼瞎，不
知上哪去换乘，好心的乘客提醒我们
要立即下车，可是下车后，我们一片茫

然。就在我们焦急万分之际，电车上的司
机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身边，他微笑
着用手示意我们要在站台等候亮着绿灯
的特快车，我们盯着电车指示牌看了好
半天，才发现原来日本电车是按绿、红、
黄三色分为特快、快和普通，我们坐上了
最慢的普通车！这在我们来之前寻找的
攻略中是没有看到的!

幸好有热心的司机停下车为我们指
路，幸好有整列车的乘客等候我们解决
问题，幸好，幸好，我们赶上了最快的特
快车！特快车以 300 公里的时速疾驰而
过，村庄、田野、东京全抛在了身后......

我们抵达机场时，离起飞时间只剩
下了 45 分钟！我们在机场内一路狂奔、
寻找，办理行李托运手续、过安检、退税，
当我们登上飞机舱道，离飞机起飞只剩
下了 3 分钟！真像上演了一部好莱坞动
作片！

（全文完）

晴 风

电车惊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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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宫情缘”有奖征文

常州市工人文化宫

工人的学校和乐园
网 址：

czwhg.com

热线电话：

88110910乐行天下乐行天下

风 景 线风 景 线

①

①水彩写生：一处水池

②水彩写生：村庄景致

③作者近影

④虬曲的古木，从中可窥
得绵延远山，别有画意

②

③

④

一个城市是不是让人敬慕，是不
是让人向往，是不是让人乐享幸福欢
乐，取决于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魅力。
锦绣常州的文化魅力，就是历史文化
与现代文化的浓密揉合,历史文化是

“千载读书地”的灵气，而现代文化，少
不了工人文化宫的钜献出彩。由文化
宫培植与辅佐的各工厂、单位的企业
文化，便是城市文明中的重要篇章。

我是一个企业文化工作者，当年上
山下乡回城后，在常州第三毛纺织厂搞
工会工作。昔时纺织业是常州工业的

“半壁江山”，工厂的企业文化，一向得
到工人文化宫的培育与支持。工人文化
宫是我常去的地方，尤其是文体科，科
内的几位同志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早前，从文化宫广场前门通文化
宫大厦是条笔直宽敞的大道，在碧绿
雪松盆景衬映下，路两边宣传牌上的
标语口号，最能体现时代精神，是我们
企业搬抄摘录的好去处。如号召建设
四化的“党指道路奔四化，振兴中华描
宏图”等；提倡精神文明建设的“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五讲四美树社会新
风”等；激励职工爱岗敬业的“今天工
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等；宣传
安全生产的“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安全
是效益的保障”等等。

每逢重大节日、工厂大事，都少不
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活动的策划、
创意，乃至道具、才艺等，离不开文化宫
的支援。如当年我厂生产的“瑞卡”西服
荣获全国金奖时，钱勤老师带领文化宫
铜管乐队前来捧场庆贺。为参加纺工系
统文艺会演，苏伟健老师夹把二胡，风
雨无阻来我厂帮助排练，由于他的辛勤
付出，我厂创作的女声表演唱《编织祖
国的春天》、女声二重唱《天地之河》、独
幕小戏《贵客登门》等节目，曾先后荣获
市兰陵音乐会和市戏剧大赛大奖。杨林
森老师也常来我厂指导职工健身运动，
如广播操、男女排球、象棋赛等。这些健
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不但丰富了职工业
余生活，还浓郁了工厂文明氛围。一些
优秀节目，还走出工厂，为我市赢得了
荣誉。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纺织工业
部在全国挑选人员，成立纺织女工演讲
团，我厂修布女工常婉贞演讲的《织女
情思》，经文化宫陈宝珠老师精心指点，
被选中进京演讲，常婉贞受到了中央领
导的接见，还被郎平所在的中国女排请
去联欢。在与文化宫携手开展的企业文
化活动中，还有许多成果：如我厂为省、
市输送了时装模特、男排队员、象棋选
手等；城市雕塑《未来属于我》（立于江
南商场），为我厂协助制造；上海电影制
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姑娘今年二十八》，
其中有我厂的特选演员；“常州之歌”评
选中，有本人创作歌曲《挺进辉煌》等。

文化宫常年开设的职工夜校、技
术培训、文体团队、兴趣协会等，深受
职工心仪，我厂有好多职工参与其
中，如职工夜校的“专升本”、外语课，
技术培训的服装设计、计算机等。工
人艺术团常年编排文艺演出，导演、
角色都由文化宫精英担当，如早年张
细惠导演的话剧《箭杆河边》、陈宝珠

等主演的滑稽戏《唆、拉、西，扫垃圾》、钱
勤、苏伟健、詹小龙等张罗的各种音乐会
等，都精彩纷呈，百看不厌。我市各行各
业涌现的文艺骨干，也借助文化宫大舞
台，轮番施展才艺，成为地方明星，并屡
为常州争得荣誉。

文化宫给力企业文化的同时，还给
职工带来无限精神享受。文化宫影剧院，
常年优待职工放映电影，我厂也是团定
包场大户，一有热映影片，会早早通知我
去领票，如早年的《流浪者》、《红楼梦》、

《泰坦尼克号》等当红影片。文化宫二楼
的各种展览会，我都会组织职工前去参
观，如法制教育展览、劳模事迹展览、科
技成果展览等。文化宫的运动场地虽然
不大，如溜冰场、乒乓馆、灯光球场等，但
开放之时，人山人海，欢声不断。由文化
宫组织的各兴趣协会，十分活跃。我厂是
职工灯谜协会会长单位，除每月在文化
宫定期举办“谜会”外，逢到大节日，我都
会带着数百条谜语来文化宫挂谜摆场，
文体科杨美英老师会早早备好茶水、凳
椅。一次元旦节适逢下雨，陶宝钧老师为
我送来了午餐和雨具，让我十分感动。

数十载与文化宫结缘，也让我得到
了锻炼与熏陶，磨练出一点点写作“才
干”。当年由文化宫张戬炜主编的《工人
文艺》，经常发表我的小作，虽说《工人文
艺》是内部刊物，但登载的作品常能被省
级以上报刊选用，如我所写的《雪悟》、

《黄昏的云》等诗歌，曾先后在《雨花》、
《中国纺织报》等报刊发表。上世纪八十
年代中期，我省举行“建设者之歌”职工
歌咏大赛，文化宫代表常州组团参赛，选
用我作词的两首歌曲《小小服装铺》和

《我唱一支蓝色的歌》，同时评为一等奖，
并定为全省职工学唱歌曲；其中由苏伟
健作曲的《小小服装铺》，不但被《江苏音
乐》选登，还被《歌曲》转载，开启了常州
在国家级音乐刊物发表作品的先河。后
来我作词的歌曲《江南大地》，由文化宫
荐送上海民族乐团选唱。时任市音协副
主席钱勤老师等还邀请常州籍我国著名
音乐家吴祖强、孟波、瞿维等回常州，举
办“江南春”音乐创作笔会，为我市词曲
作者传授创作技艺。

我虽已退休多年，但与文化宫的情
缘仍绵绵不断。有事没事途经该地，总要
再去浏览她的芳容，究探她的变化。文化
宫培植企业文化，倾力创建城市文明，全
市人民有目共睹。

六十载歌舞升平载史册，六十载春华
秋实扬美誉。我相信，未来的文化宫还将
满怀激情，乘驾她的“飞机”（建筑造型），
带给市民无限的欢乐雅逸，福运美好。

何润炎

培植企业文化 钜献城市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