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 70 后，父母与共
和国同龄，现在家中多半成
员都是交通工作者。多年
来，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父亲对我的影响始终如影
随形。

儿时的我，还不懂车的
概念，对一辆辆拖拉机都要
感觉好奇。年轻的父亲是
第一批在公社开拖拉机的
人，每天都在尘土中穿梭，
父亲也是满身尘土，但在我
的眼时仍然是那么的高大
帅气。因聪明好学、勤快能
干，很快就被公社抽去给领
导开车，那可是我们公社第
一辆吉普车，在父亲的手里
自由驰骋，而且还学会了修
理。父亲给家买了全村第
一辆凤凰包链自行车，那时
的我别提多高兴了，在很短
的时间里，带着浑身的跌伤
学会了骑自行车，在我骑上

自行车兜风的那一刻，感觉
我的认真执着劲很像父
亲。相继，家里又有了第一
辆嘉陵摩托车，善于钻研的
父亲一如既往的在很短的
时间内娴熟地驾驭它们，父
亲通过勇敢行动叙说着属
于他的人车路。

八十年代中期，国家的
经济形势发展很快，乡村的
道路都铺了水泥硬化了，家
里购置了 19座的小班车，
那时的班车是可以超载的，
车上加了小马扎，挤满了
人，母亲担任了票员，每天
为了1元2元忙的是不亦乐
乎。我家也成了公社屈指
可数的万元户。很快家里
又有了第一辆青海湖大货
车，后来又换成了老解放、
康明斯、141 东风挂车......
其实我也记不清换了几次
大货车及它们的车型了，但

我深刻地记着父亲为了生
活，起早贪黑默默地顶着严
寒酷暑摇车、发车、换轮胎，
检修车辆的辛苦身影。那
时，父亲用他的实践经验带
了很多徒弟。

在我更懂事时，家里也
有了第一辆红色的桑塔纳
2000，那也是家族的骄傲。
那辆桑塔纳不知嫁娶过我
家族中多少位姑姑、姨姨及
亲朋好友。经历了这么多
喜事，可是父亲越来越忙、
越来越累，稀疏的头发也花
白了，高大挺拔的背也略有
微驮……但在我眼里仍是
那么的伟岸。

九十年代中期，在国家
经济政策的鼓励下，父亲成
立了交通局的运输车队，几
十辆全挂车能排半条街，吃
苦耐劳的父亲把车队的车
辆经营的相当不错。再后

来有了高速，交的费也多
了，税也高了，活更多但是
钱越来越难要。运输市场
的竞争开始激烈，父亲为了
企业的生存，为了家庭物质
生活水平的提高从不没有
懈怠过，用他的诚信和实干
精神赢得了人心，也教会了
我们如何走好人生路。

今天，城乡道路四通八
达，高速公路遍布全国，也已
开通ETC无障碍收费，公交
车已更新换代成了可投币刷
卡扫码支付的新能源，高铁、
飞机已是寻常百姓家随时
可选择的交通工具了，可是

我的父亲已看不到了……
父亲是万千交通人中

最普通的一位，不惑之年的
我，想到的不是父亲留给了
我们多少财富，而是他带我
们从农村到城市，一步一个
脚印，敢创敢干，永不懈怠、
不骄不躁、脚踏实地的奋斗
精神，也正是这样的父亲用
他光明磊落的诚信和慈爱影
响了青青春年少的我，也使
后来的我献身了交通事业，
处处以他为榜样，在交通工
作中奉献自己的光和热，这
才是父亲留给我一生最大
的财富。 （银川市运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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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最仰慕的人
就是母亲，觉得母亲无所
不能，无所不知，所有我
问她的问题、想知道的事
情她都能给我答案。那
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等
我长到和母亲一样年龄
的时候，我就和母亲一样
什么都知道呢？随着渐
渐成长，母亲给我最深的
印象就是唠叨。

上小学时，每天早上
起床母亲一遍遍地催促，
赶紧起床，要迟到了；今
天天冷，要穿厚实的衣
服、暖和的鞋子。我背着

书包都出了大门，远远还
能听见母亲在喊着问，吃
的 带 了 没 ？ 喝 的 带 了
没？晚上睡觉的时候，她
又兴致勃勃地问东问西，
上学累不累？课程能听
懂吗？和同学相处的怎
么 样 ？ 玩 的 开 不 开 心
……没回答母亲几句话，
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上初中时，学校离家
里有 15 里路程，只能住
校。学校没有食堂，同学
们都是自己做饭，一人一
个煤油炉子，一口锅，一
块菜板，米面油都是从家

里带的。才学着做饭，每
顿的饭菜都难以下咽，饿
了就啃母亲烙的饼，加上
第一次寄宿特别想家，几
个星期下来消瘦了好多，
那时最期盼的事就是周
末的到来，可以回家了。
一路上我几乎是小跑着
到家的，15里的路程一点
都不觉得累，想念母亲的
身影、想念母亲的微笑、
想念母亲的唠叨、想念母
亲的味道……回到家里，
我就跟在母亲屁股后面
一时也不分开，给她没完
没了地讲学校里大大小

小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她
做饭还是干农活，就一直
那么跟着，感觉待在她身
边的每一刻都是无比的
幸福。

长大后，我有了自己
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
子，也成为了一名母亲，
我才开始更加地明白母
亲、理解母亲，越加地想
念母亲。当儿子还在熟
睡，我在厨房给他准备早
点的时候，我想起了母亲
忙碌的身影；当叫儿子起
床，给他准备衣物的时
候，我想起了母亲催促的

声音；当送儿子出门，叮
嘱他装好书包、带上热水
的时候，我想起了母亲的
唠叨；当接儿子回家，我
追问他学校的情况时，我
想起了母亲期待的眼神；
当儿子告诉我他表现特
别好，老师夸赞了他的
时候，我想起了母亲欣
慰的笑容；当儿子淘气
不好好学习时，我想起
了母亲谆谆的教诲；当儿
子跟在我屁股后问长问
短的时候，我想起了小时
候的自己……母亲，我，
儿子，交织成了一幅三代
人的画面，我用母亲教育
我的方式教育着儿子，我
用母亲和我相处的方式
和儿子相处，母亲的聪
明、勤劳、善良成了我执
着的追寻。

（中卫收费站）

追寻母亲的足迹
曹瑞香

我 的 人 车 路
赵 瑛

改变自己
李新国

鲜 花 胡西庆 摄

比尔·盖茨说过：“你不
要妄想去改变世界，也不要
妄想他人，那不是你能够轻
易做到的，最好、最直接的
办法就是改变自己。只要
自己的思维变了，一切都会
随之改变。”

普洛罗夫法学博士，曾
对很多学生做了一个问卷
调查：一支铅笔的用途。很
多学生回答只有一种用途，
那就是写字。后来他走访
了纽约市最大的一位皮货
商。皮货商告诉他，一支铅
笔又很多用途，只要用不同
的思维去看，就会有不同的
用途。例如，用铅笔做生
意，可以获得利润；用铅笔
做礼物，可以送给朋友；用
铅笔做尺子，可以用来划
线；用铅笔做武器，可以用
来自卫；把铅笔芯抽掉，可
以做吸管；削下的铅笔屑，
可以用来作画；用铅笔段，
可以做玩具的轮子；将铅笔
芯磨成粉，可以做成润滑剂
……，总之，一支铅笔可以
有很多种用途。一个人只
要用不同的思维，在不同的
情况下，一支铅笔会有不同
的用途。

我有一位朋友，因工作
调整后，每天总是充满抱
怨。他自己始终认为自己
是一块玉，领导偏偏把他放
在不闪光的地方。我有几
次和他碰面后多次沟通，希
望他能够改变思维、改变自
己，从而更好地在自己的工
作岗位上做出优秀的自
己。起初，朋友很抵触，经
过我一次次的开导，朋友逐
渐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固执
想法。最近，朋友电话告诉
我，现在他在工作岗位上做
出了一定的成绩，而且职位
又提升了。我听后，非常高
兴，并一再叮嘱他：当处在
一个漩涡中时，一定要学会
改变自己，只有自己的思维
变了，在工作上才会获得乐
趣和上进的动力。

正如皮货商对一支铅
笔的用途的回答一样，当你
在不同的情况下，一定会对
同样的物品做出正确的使
用。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长处，都有不同的价值，
有时候，当你改变了自己，
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思路，
就会挖掘出自己更巨大的
潜能。 （天豹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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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友人一同去公园赏
菊，各种造型，各色的菊花
争奇斗艳，奇怪的是，即便
靠近了，我也未能闻到它们
凛冽的清香。

家乡也有种野菊，它们
大多生长在篱笆也或土墙
边。春天时，会在旧根处冒
出嫩绿的芽，娇羞而柔软。
不管是母鸡还是小鸡仔，都
爱啄食它们的嫩芽，往往新
长出的嫩芽会被啄食一
空。但很快它们就会重新
长出来，一片葳蕤。一个夏
季，菊花会长到半个孩子那
么高。它们的枝干粗壮有
力，有的身姿斜逸，虽算不

得优雅但也别具一格。秋
日，它们的顶部便会鼓胀出
圆圆的花苞。起初，菊花呈
微白色，转而成为金黄色。
秋日的乡村颇有些寂寥，但
因为有了野菊花而显得颇
有生机。深秋，百草凋零，
野菊的叶片经过寒霜的洗
礼却愈发的深绿，生机盎
然。它们一簇簇的开放着，
绝不风情万种，却有种执着
的倔强。

对于菊花，古人多有吟
哦，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诗人以菊明
志，这是一种境界，不是所
有的人都能抵达的。没有

经历过风雨，不会懂得低处
的寒冷与无人所解的愁
苦。没有经历过繁华，不会
懂得淡泊的美与真。人只
有思想抵达了一定的境界，
才会有深刻的感悟，夺人的
语句。元稹说：不是花中偏
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一
朵生在野外的菊花，不与谁
争春，暗暗吐露自己的芬
芳，却拥有了整个秋天，这
是独立于世的一种姿态，源
自骨子中的高洁。

身处都市，不得不说，
人有时会心生一种想要逃
离的念头，去乡村也或无人
居住的深山，看一朵野菊静

静地绽放，一定会心生出感
悟，一个人可以错过春天，
也可以走过夏季，但若能在
秋里长成一朵野菊花，在莽
莽尘世上照亮自身，也算有
所收获，不负了此行。一个
人不可能在一生中不遭遇
风霜的侵蚀，但若因此而一
蹶不振，一生都在忧愁中度
日，才是憾事。

做人需要一定的境界，
而我更欣赏在尘世，平静生
活、心无怨恨、不追名逐利
的智者。他们如同一朵朵
野菊，默默地散发着生命初
始的暗香。

（银川旅游汽车站）

桃 花 余培洋 摄

落 叶
戴宁龙

储存生活中的美好
新 国

周末，我在家整理
电脑桌面上的资料时，
刚写完作业的女儿高兴
地跑过来，对我说：“爸
爸，你用完电脑，我能不
能玩会儿游戏？”我点了
点头。当时，我点开桌
面上的一张图片，女儿
看到是自己 5岁时在南
门广场的一张照片，顿
时来了劲，她站在我的
身旁，不停地说：“打开
电脑照片文件夹，看一
看自己曾经的照片。”我
经不住女儿不停地催
促，只有暂时停下整理
桌面的工作，打开电脑
D盘照片文件夹。我站
在一旁，女儿在不停地
移动着鼠标翻看着以前
的照片。当她看到自己
小时候我骑自行车带着
她的照片，还有她小时
候秋天在公园玩耍的照
片时，总是笑个不停。

她说：“现在看小时候的
照片，那时候的我又可
爱又傻！但现在看起来
又是一种美好。”随后，
女儿问我：“她记得自己
有一张照片，现在找不
见了。”我说：“当时误被
放在‘回收站’了，时间
一长，被删除了，没能找
回来。”

我工作之余，没有
其他爱好。有时在家看
看书，有时背上相机到
城市的角落摄影。因
此，在女儿看完自己的
照片离开之后，我随即
打开自己曾经拍过的图
片，虽构图和摄影技巧
不比摄影师，但也是自
己的一些经典之作。看
着看着，突然自己被自
己感动了，因为那些照
片都是曾经的美好汇聚
在一起的经典。

储存与删除，是任

何一个会使用电脑的人
经常做的事，储存是为
了记住，而删除是为了
忘却。回眸往事，是父
母教会了我们说话和走
路，是老师教会我们读
书和学习，是工作锻炼
我们为人和处事。可
是，我们却时常忘记储
存，认为那些都是应该
的。正如，有一天，当我
们真正需要回家看望自

己父母、老师或者挚友
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
离你而去。此时，无论
如何想办法在你的“回
收站”里，再也找不回来
那段美好，只能成为一
种记忆。

储存，就是储存一
种曾经的过往。即使在
别人眼里是不值一提的
一种小事，但对自己来
说，只要是激起自己不
断前进并经过努力，无
论成功与否的事情，那
些曾经的经历，有的是
美好的，有的是悲伤的，
都值得我们去珍惜回
味。 （天豹公司）

叶渐渐的黄了
纷纷飘零
怀着对树的深情不舍
眷念着笔直的树枝
垂落在厚实的大地上
任凭被风吹起
洒落在世间角落
待到春天的时候
嫩芽呼之欲出
一样绿叶怡春
一样风华正茂

（杨马湖收费站）

12月 9日下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召开理
论中心组第16次（扩大）学习会议，深入传达学习自
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明确推进交
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工作目标。交通运输厅党委书
记、厅长曹志斌主持会议，厅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成员、厅属各单位负责人、厅机关各处室负责人参
加学习。

曹志斌指出，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全会是
在重要时间节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对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精准解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时的讲话精
神、进一步明确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工作有着重
要意义。

曹志斌强调，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
次全会精神，一要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务必做到
研读原文认真学、循着逻辑深入学、立足全局全面
学。二要在贯彻落实上做文章，认真分析“五大改
革”实践，进一步理清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思路；紧紧围绕“守好三条生命线，走出一
条新路子”的要求，准确解答交通运输“为何发展、
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的问题；牢牢把握《交通强国
建设纲要》，认真谋划好我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
展。三要在开拓创新上求突破，站稳政治立场、破
除惯性思维、振奋精神状态，在交通运输行业树立
好真抓实干的价值导向，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形
成推动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汪晴雪）

近日，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纲要编制宁夏工作
组办公室组织召开
《宁夏综合立体交
通网规划 （2021-
2050 年）》 编制
工作研讨会。地方
组组长、厅党委书
记、厅长曹志斌，
地方组副组长、厅
党委委员、副厅长
蒋文斌及各成员单
位负责人参加会
议。

曹志斌指出，
编制综合立体交通
网规划是全面贯彻
落实交通强国建设
纲要的重要载体，
是指导未来三十年
综合交通发展的顶
层设计，要结合宁
夏交通运输发展实
际情况，编制出符
合宁夏地域特点的
综合立体交通网规
划。

曹志斌强调，
此次规划编制工作
时间紧、任务重、
要求高，涉及部门
多、行业多、人员
多，是一个组织架
构复杂的系统工
程。规划编制单位
要进一步深入研
究，保障规划编制
质量；地方组办公
室要强化组织协
调，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各成员单位
要全力支持、密切
配合，共同完成好

此项规划的编制工作。
会上，规划编制单位汇报了规

划编制初步成果，地方组各成员单
位结合工作职责，围绕宁夏综合立
体交通网发展现状、存在不足、布
局方案、规划目标、重大工程等提
出意见建议。 （张 颖）

1111月月2424日日，，改扩建后的改扩建后的SS203203线固原机场至市区上海路段线固原机场至市区上海路段，，原有双车道拓宽为双向六车道原有双车道拓宽为双向六车道，，来往车辆行驶更畅通来往车辆行驶更畅通。。该路作为进出固原该路作为进出固原““北大门北大门””的咽的咽
喉喉，，是进出高速公路固原北入口和固原机场的重要通道是进出高速公路固原北入口和固原机场的重要通道，，由于周边路网车流汇入后车流量大由于周边路网车流汇入后车流量大，，原有道路容易拥堵原有道路容易拥堵。。为解决既有公路状况与行车安全之间为解决既有公路状况与行车安全之间
日益突出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矛盾，，今年今年33月月，，SS203203线固原机场至上海路段改扩建项目开工线固原机场至上海路段改扩建项目开工，，沿原沿原SS203203线现状布设线现状布设，，全长全长88..11公里公里，，按一级公路双向六车道标准改建按一级公路双向六车道标准改建，，设计时设计时
速速8080公里／小时公里／小时。。 赵军学 摄摄

12月 13日，宁夏交通工会第三次
会员代表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总工
会一级巡视员拓兆功和交通运输厅党委
委员、副厅长蒋文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全区交通运输系统165名代表参加了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宁夏交通工会工作
报告和经费审查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
新一届交通工会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
经费审查委员会和女职工委员会。

大会要求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工
会组织要坚持“维护核心、服务中心、
凝聚人心”原则，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团结职工群众，依法依章开展工作，保
持和增强工会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
群众性。

大会号召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工
会组织和广大职工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和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
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交通运输厅党委的
决策部署，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建设交
通强国的总目标上来，把大会确定的各
项目标和任务转化为广大职工的自觉行
动，团结和动员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广大
职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奋力开创
交通运输工作新局面，推进我区交通运
输事业高质量发展。

（师旭东 吕金蓉）

12月 12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召开的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专题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建
设已进入收尾阶段，截至 12月 10日，全国
ETC客户累计达到18545.99万，完成发行总
任务的97.17%。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剑表示，20
日前将全面完成联调联试各项工作，年底前
基本具备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条
件。

据介绍，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
程，也是深化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交通强
国的重要内容。自撤站工作正式开展以来，
交通运输部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截至目
前，整体进展顺利。

一是工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29个联
网收费省份的 24588套 ETC门架系统建设
和 48211条ETC车道建设改造已于 10月底

前全部完工。高速公路入口称重检测系统
建设改造完工率达到 100%；山西、天津、江
苏、江西、山东、四川、陕西、甘肃等8个省份
已经全面实施入口称重检测。12月 16日，
全国将全面启动实施高速公路入口称重检
测。

二是ETC发行接近完成目标。截至 12
月 10日，全国 ETC容户累计达到 18545.99
万，完成发行总任务的 97.17%。其中，今年
全国新增ETC客户10478.31万，完成新增发
行任务的 95.1%，江西、广东、北京、江苏、贵
州、辽宁、安徽、湖北、福建、云南和浙江等11
个省份已完成发行任务。

三是联调联试预计 20日完成。目前已
经完成网络通信链路测试和系统功能测试，
正在开展 ETC门架软件部署、业务功能验
证、省界收费站及关键站级系统测试和并网
接入网络安全检测，总体进度正常，预计 12
月20日前将全面完成联调联试各项工作。

四是各项政策不断深入落实。交通运
输部印发《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

行业标准，会同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优
化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做好货
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清理规范地方性通
行费减免政策等政策性文件；制定了鲜活农
产品、国际标准集装箱等运输车辆以及跨区
作业联合收割机预约通行服务规程；会同相
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
管理办法》，规范危险化学品车辆通行高速
公路政策。目前，各地正在积极推进落实。

五是人员安置有序开展。交通运输部
会同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资
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人员安置工作的指导意见》，督促指
导各地加快制定本地区实施方案，依法依规
开展人员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已有 25个
省份开展了实际安置工作，累计安置 9600
余人，收费人员队伍总体平稳。

孙文剑介绍，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按
照既定工作部署加快推进联调联试、货车
ETC发行、政策清理规范等各项工作，确保
如期优质全面完成撤站任务。（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