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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
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
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
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慈母手中
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

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
人孟郊的这首 《游子吟》，生动表达了中
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家庭是社会的基本
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
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

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
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
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

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
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
点。

——摘自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
讲话（2015年2月17日）

中国人有深厚的家庭情结中国人有深厚的家庭情结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有一种爱，叫
“妈妈给装的行李箱”

板鸭、豆饼、花生米、辣椒酱、板栗、
土鸡蛋……这是国庆返程时小叶行李箱的内
容。10月 8日，她带着这沉甸甸的行李箱转
乘两趟大巴，历时 4 小时，从老家江西遂川
回到了工作地湖南郴州。

“行李都是我妈装的，妈妈知道我爱吃
香的。”小叶现在湖南一所小学担任教师，
这是她工作后的第一个国庆假期，像上学时
一样，假期结束返程时，母亲给她的行李箱
塞满了她爱吃的家乡味道。

打开箱子一看，经油炸过的豆饼用 5 层
塑料袋包裹起来，以防油渗出；剁椒酱装满
整个矿泉水瓶，瓶口处还有塑料薄膜密封；
整只板鸭已经切分成小块，方便烹饪；板栗
也是炒熟的，随剥随吃。

“其实我总说，我们学校伙食很好，想
吃什么也都能买到，但母亲还是给我带。我
嫌麻烦拿出来，她又放回去，我再拿出来，
她就一边抹眼泪一边默默地放回去，我就不
敢说话了。”一整箱的食物，小叶带起来嫌
重，现在吃起来却很香。炸好的花生米用在
早餐里拌粉吃，酱过的小菜是下饭必备，而
家乡的板鸭烧起来也是一顿大餐。毕竟，这
是满满一箱家的味道。

“妈妈给装的行李箱”不只国庆假期
有，每逢春节、中秋、开学季，这样的戏码
年年上演。已经在外工作成家的小成自己驾
车回家，他的后备箱里，是父母从地里挖出
来的三十多斤新鲜番薯；还在上学的小韩乘
火车回家，他的行李箱里，总有一块角落，
装着一种他从小喝到大的家乡牌奶粉。与小
叶相似，大多数中国人都体会过家人这般

“沉甸甸”的爱。网友说，母亲给装的行李
箱里总有那么多装不完的东西，挤了又挤，
塞了又塞，这些好像都能买到，但似乎又都
买不到。确实，行李箱再大，总也装不下家
人的爱。

临别时，母亲送小叶上车，帮她放好行
李箱，叮嘱她下车记得拿，还说过段时间去
学校看她，给她炸米果吃。小叶期待着，那
时，母亲也会带来满满一箱东西吧。

有一种乡愁，在
漂洋过海的行李箱里
一只被父母塞得满满的行李箱，跟随游

子在祖国大地上南渡北往，也可能陪伴着他
们漂洋过海、远赴异国他乡。

对于如今留学日本的内蒙古女孩房佳怡
而言，行李箱中最有“重量”的，是爸爸给
她做的辣酱。

都说父爱如山，但这辣酱中却藏着一个

父亲最细腻的情感。房佳怡喜欢吃当地产的
辣椒，“香味浓郁，又不会辣得冲人”，房爸
爸便一连三天早早地去集市，把“合格”的
辣椒都收入囊中，制作辣酱时还要在厨房忙
活三个多小时。

“每一次我患伤风的时候，都会给自己
煮碗面，放上一整勺的辣酱。”在房佳怡繁
忙的学习生活中，这瓶远渡重洋的辣酱，总
能让独在异国的她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安宁。

阿联酋华侨祝亦妍很随性，出门远行
时，她只带最精简的行李。但自从2016年来
到中国华侨大学读书以后，她的行李箱就

“胖”了不少。原来，每每往返于中国和阿
联酋之间，她都会用自己的行李箱为远在迪
拜经商的父亲和仍然在浙江温州老家生活的
奶奶做一回“搬运工”。

儿行千里母担忧。离家18年，尽管祝爸
爸每天给奶奶打一通电话，但奶奶却无时无
刻不在为了儿子的衣食住行担忧。借着孙女
返程回家的机会，祝奶奶总是会提前买好食

材，包上一天的饺子，再把它们冷冻、装
箱，让孙女带到阿联酋去。她记得，“儿子
最爱吃猪肉韭菜馅的饺子。”

“如今迪拜的中国餐馆很多，但总有些
味蕾，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触动。”祝亦妍
知道，她的行李箱里装着的是慈母的关怀，
也是父亲说不完道不尽的记忆、亲情和祖国
的味道。

有一种变迁，是
从布提包到拉杆箱

“每次给儿子带东西，我都绞尽脑汁，
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最好的东西给
他和同学带去。虽然现在物质丰富、消费方
便，带东西还是我做母亲的一片心意。”河
北省平山县的范云霞，就是一位给孩子装行
李箱的母亲，而这位母亲，也曾是出门求学
的孩子。

范云霞上大学是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

物质比较匮乏，交通也不方便。她记得，寒假
开学时，母亲会把家里前一年秋天收的花生、
瓜子拿上，而暑假开学时，她则会跟父亲坐汽
车到石家庄，托人买些早熟的苹果，装满一大
提包。“那时出门都是用布提包，我就背着满
满一包上火车，一路背到北京。这些东西大部
分给亲戚，再带一些到学校和同学分享。”范
云霞说，每次把家乡的东西带给亲戚、同学们
时，虽然一路上奔波劳累，心里却很高兴。

时光匆匆，2004年，范云霞的儿子也迈
入了大学校园。如今箱子有了万向轮，推起
来方便省力。每次儿子返校，范云霞都要给他
带上自制的叉烧肉、烤鸡翅、酱牛肉等，放进
儿子的拉杆箱里。范云霞说：“这时候我会想
起老妈给我带东西的样子，她也是在把她拥
有的最好的东西带给我和我的同学、亲戚。”

从布提包到拉杆箱，小小行李箱，承载
了一代代人的家国记忆，也见证了时代的变
迁。在距北京八千二百多公里的日内瓦，华
侨朱宁生行李箱里的东西几经变化。

1973年，朱宁生到日内瓦时带了五六个
箱子，里面多是中国的食品和工艺品，例如
调料包、茅台酒、贝壳画和珐琅瓶。1980
年，朱宁生回了一次北京，他的行李箱中带
了两条牛仔裤，在当时国内大多数人还在穿
劳动布、工作服的时候，那可是样新鲜货。

“80 年代往国外带的都是土特产、工艺品，
而往国内带的则是衣服、家用电器等。90年
代可不一样啦，中国发展太快，服装、食
品、日用品又好又便宜，每次我回去得往瑞
士带。”朱宁生说，他的行李箱里就带过中
国的电饭煲、烙饼锅等，也是从那时候开
始，在日内瓦的外国人见到亚洲面孔开始说

“你好”，中文在日内瓦的商店、酒店、车站
也越来越多出现。

2003年再次回国，朱宁生最大的感触是
中国的科技产品开始走出国门。他把在上海
买的国产监视器、行车记录仪等一些产品带
到瑞士送给外国朋友们，“看到监视器的时
候，他们以为是日本产的，我告诉他们是中
国产的后，老外们特别惊讶，赞不绝口。”
老朱说。

有一种心安，是
拎着行李箱回家
去年 4 月，山西姑娘段悦开启了自己在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求学生涯。与她同行
的，是两只被塞得满满的28寸行李箱。厚厚
的羽毛被、防潮的毡子床垫、能做出六种花
样的面条机、牛油火锅底料、还有根据她的
生活习惯和既往病史准备好的可能用到的所
有药品……父母帮她准备好的行囊就像百宝
箱一样，几乎可以满足她在英国所有的生活
需求。

“百宝箱”里最特别的，是一本笔记
——母亲亲手写就的食谱。尽管现在互联网
上各种菜谱一应俱全，母亲知道，女儿的饮
食习惯只有自己最清楚。为此，她精心准备
了半个月，将女儿爱吃的数十种菜肴的制作
流程都记录在册。还特别贴心地根据女儿的
口味和偏好，用红色的笔为每一种烹饪方法
附上了数条“特别提醒”。

看着这份长达 100 多页的笔记，段悦禁
不住红了眼眶，“‘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原来这些年，妈妈为了让我吃得好，竟花费
了这么多的小心思。”

当然，行李箱里少不了一张全家福。那
是她高中毕业的暑假，和父母一起去南京玩
时在总统府前拍的合影。照片中湛湛蓝天、
碧空万里，她站在父母中间，脸庞稍显稚
嫩、青涩。段悦动容地说，“那时的我只想
出门远行，看遍未知的风景；现在我却最怀
念在父母身旁的时光。”

原来，拎着行李箱出门纵然意气风发，
带着行李箱回家，才是无法言喻的心安。

“到杭州、‘搞’旅游，交通工具找公
交。7路车是王牌车，历史长来资格老，湖
滨是它的中转站，灵隐就是下客站，从中
景点一站又一站。”唱这首歌谣的庞培华是
浙江省杭州市公交的一名退休员工，他见
证了杭州公交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
迁。

最近几年，庞师傅一直致力于杭州公
交的模型还原工作，他用废弃木料、轮胎
等制作公交车模型，从红底白身的木炭
车，到美国产的十轮“敞篷车”，再到之后
背着燃气包的沼气车……在他的手上，杭
州曾经的公交车一一得以还原。

而杭州公交也正是中国公交四十年发
展的缩影。

红底白顶，车尾巴上还吊着个长条形
炭炉——这是 1929 年出现过的炭炉公交
车。“这样的车既不美观又不环保”，杭州
公交集团机务部经理傅天融说。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资源
匮乏，杭州乃至全国，都出现了沼气燃料
公交车。沼气燃料公交车，因为车背上驮
着灌满沼气的袋子，俗称“甲虫”。据傅天
融说，基本上路程过半，贮气袋里的气基
本就用完了，剩下的半程还是得用汽油。
不方便、不环保、效率低，就是那个时代
的公交的特点。

如今，在机动车保有量逐年上升、雾
霾天气屡屡袭城的情况下，公交车可以说
是“排污大户”，如何建设绿色、低碳的公
交系统，各地有许多尝试。

嘉兴市嘉通集团积极建设低碳、高
效、大容量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加快老
旧车辆更新淘汰。据嘉通集团负责人介
绍，近五年全市新购公交车中，清洁能源
车辆占比63.8%，今后还将按照所有新购公
交车辆中，新能源车型占比 85%以上的标
准持续推进行业低碳化、绿色化。

在杭州，公交集团运营车辆总数 8847
辆，各类清洁能源、节能与新能源车辆已
达 7185辆，占杭州公交集团运营车辆总数
的 81.21%，主城区公交车 4785辆，清洁能
源、节能与新能源车辆达到100%。

除了在绿色、清洁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之外，各地还纷纷布局智慧公交。

嘉兴市近年来正在着力打造“智慧站
台”，所谓“智慧站台”，就是站台上除了
长椅、广告位等“常规配置”外，还设有
USB 充电接口、LED 照明灯、高清摄像
头。在智慧站台上，笔者看到 55寸的液晶
显示屏上正在播放公益广告、天气预报、
线路运行状态等。“比起之前的站台，如今
的真是既美观又方便。”乘客向女士对笔者
说。

在杭州公交调度指挥中心，四块大型
LED 屏幕显示着当前全市公交运行情况。
杭州市建立了自己的创新云平台，通过这

个平台，可以判断线路运行状况，同时对
线路做出优化，通过智能化的大数据处
理，不断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

“有关于数据化的应用，我们同蚂蚁金
服、高德地图等互联网企业进行合作，依
托于他们的资源来整合公交资源，使得公
交数据最大限度地做到智能化、便利化。”
杭州公交集团战略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罗序
旗对笔者介绍道。

作为国内互联网企业的领头羊，蚂蚁
金服集团同样在为智慧出行做努力。目
前，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接入移动支付。
蚂蚁金服公共服务部总经理刘晓捷对笔者
谈到，蚂蚁金服在行业内率先提出了双离
线技术。此外，还积极与各地政府部门对
接。“现在，依托蚂蚁信用的双离线技术已
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武汉、西安等地获
得成功以后，不少地方主动联系我们，希
望能尽快用上移动支付。”刘晓捷说道。

小小行李箱 装满家乡味
叶 子 杨婧妍 李渊玮

这个国庆，长假归来，行李箱备受关注。网友们纷纷晒出被家人塞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妈妈给装的
行李箱”成为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

如今，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使人们的流动性大大提高，出行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常态。外出旅
行、出门务工，甚至出国留学，不管去哪儿，家是永恒的起点，行李箱是不变的陪伴。

坚硬的外壳下、不大的容积里，行李箱里装满家的味道。车站、机场、码头……在那些行色匆匆的人们
手上拎着的，一只只方方正正的行李箱里，有一个个圆润饱满的故事。

滚滚车轮里的公交变迁
严 冰 李彦冰

上图和右图为网友晒出的“妈妈给装的行李箱”。
（源自网络）

图为小叶母亲给她装的行李箱和里面的板鸭、剁椒酱。

上图为老式公交，下图为新能源公交。
（杭州公交供图）

上图为老式公交，下图为新能源公交。
（杭州公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