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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在老家过了个文明年

□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小县城过年休闲娱乐花样多

坐标： 安徽省六安市

安徽省六安市地处江淮， 距新建
的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仅半个小时车程，
记者的公婆就住在这座城市 。 往年 ，
记者对这里的春节印象是屋里比外头
冷、 三十儿的烟花炮竹声儿大、 火车
站简陋 。 没想到 ， 今年回六安过年 ，
记者发现这里有了变化。

今年回乡之前，记者已经看到六安
火车站新站房正式开通启用的消息 。
在记者的印象中，六安火车站的候车室
很小， 出了站台没多远就走出了火车
站。 而且火车站附近的公交车车站狭
窄，下火车的人多起来，都能站到马路
上等公交车。 没想到今年火车一到站，
记者就感受到了六安火车站的新貌 。
候车大厅的面积明显增加了，有上下两
层，两层之间设有双向滚梯。 火车站门
口设置了多条公交车线路，形成占地宽
敞的公交交通枢纽。 公交站呈横向排
列，每一道都设有站牌，想去哪里一看
站牌就知道乘坐哪路公交车。

在回程时， 记者还发现， 六安火
车站使用了 “人脸识别技术”。 火车站
入站口有数台实名制核验闸机， 当乘
客将身份证放置在固定区域， 闸机通
过小屏幕识别乘客相貌， 自动开启闸
门。 记者故意把头偏向一边， 不在小
屏幕的覆盖范围时， 闸机显示识别失
败， 不肯开门， 原来这机器还真的认

人呢！
原以为离开北京， 过年的时候能

看到烟花、 听到鞭炮声。 可是记者一
走进小区就看到一幅大红色的条幅挂
在小区内的凉亭上。 条幅上写 “不放
烟花炮竹， 做文明六安人”。 爱人的姐
姐告诉记者， 从今年开始， 六安城区
93平方公里的禁放区域内， 任何时间
都禁放烟花爆竹， “现在大街小巷都
有禁放的宣传语， 还有禁放区域示意
图， 咱家就在禁放区内。” 姐姐说。

记者查阅网上的信息了解到， 在
禁放区域内， 小呲花、 擦炮、 二踢脚、
冲天炮等等同样禁止燃放、 售卖， 如
被发现， 将受到处罚， 若是未成年人
燃放， 则追究其监护人责任。

大年三十， 小区里果然静悄悄的，
没有了往年的鞭炮噪音。 除了观看晚
会， 家里人组织了小型的 “春晚”， 从
记者五岁的女儿到年逾七旬的老公公
都展示了各自的才艺， 这个年没有烟
花， 依然过得热热闹闹的。

比起北京的冬天， 六安冬天的户
外温度并不算低。 然而， 因为没有集
中供暖， 每年来这里过年， 记者都感
到屋里湿冷湿冷的。 人在房间里坐着，
羽绒服都不敢脱。

可是今年， 记者刚一进屋就感到
暖意融融。 “家里装了燃气炉， 每个

房间都有暖气片， 你看现在没设置到
最高温度， 屋里就很暖和了。 这功能
和你们北方的集中供暖效果差不多。”
婆婆告诉我， “最大的不同就是， 过
年前你公公专门去燃气站买了燃气 ，
怕过年的时候突然断了气冻着你们。”

姐姐告诉记者， 现在燃气炉是本
地市民的装修标配， “有了这个设备，
我们也算有供暖了。”

六安人重视春节 ， 每年过年时 ，
街上的各类营业场所都是关门停业状
态， 老板们都要回家过年不开张。 家
里缺个盐、 少个酱可就麻烦了。 每年
年前， 准备各种食物， 真是累死家里

的主妇。 记得有一年过年， 记者一到
家就看见， 阳台的晾衣杆上挂着各种
咸货、 腊肉， 地上还铺着几个锅， 满
满当当地放着刚炸出来的鸳鸯丸子 、
金黄色的蛋饺。

可是， 这两年不少大型连锁超市
也逐渐落户六安。 记者发现今年家里
的食物储备明显少多了。 “虽然门口
的小超市都关了， 可是大超市过年期
间都营业， 没必要准备太多， 咱现吃
现做， 都吃新鲜的。 要不， 过完年你
们一走， 我们老两口光打扫剩饭了。”
婆婆打趣说。

这个年， 过的真是不一样。

坐标：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

今年回老家时， 记者从安阳下了
火车， 坐大巴车回林州。 早就听说安
林高速通车了， 想到终于可以跟着大
巴车走一趟， 心里很是兴奋。 车上同
行的都是回林州的， 有在外打工的中
年妇女， 有在外读大学的学子， 还有
跟记者一样在外地工作的人员， 一路
上乡音浓厚。 上了高速， 车开得平稳，
时值晚上， 高速两边， 每隔一段距离，
就有长方形的灯柱 ， 发出柔和的光 ，
随着车的疾驰， 两边的灯柱明亮着向
后闪去， 漂亮极了。

下了高速， 进入县城， 前几年不
平的道路早已被宽阔崭新的柏油马路
取代， 两旁的绿化带里植物被修得齐
齐整整， 明亮的路灯把街道点缀得分
外柔和 。 县城新开了几家大型商场 ，
可以购物、 看电影、 唱歌， 还有游乐
场、 餐厅等等， 路上行人如织， 脸上
都挂着欢愉的笑容。

走进村子里， 记者发现家家户户
的二层小楼外墙都被粉刷成了白色 ，
在靠近街道的白色外墙上， 画上了优
美的宣传画， 有赞美家乡的， 有宣传
文明、 孝道的， 家门口对面开了两家
超市， 生意红红火火。 此外， 村子里
的两旁新开了很多店铺， 有休闲减肥
中心， 有古筝、 古琴艺术培训班， 有

打字复印、 餐馆， 还有几家快递中心。
年前记者从网上给父母买了年货， 两
天就邮寄到了家门口的快递中心， 父
母一出门就把快递取了， 比去超市购
物还省劲儿。

过年一大家人聚在一起， 说不上
来的热闹。 在拜年之余， 在街道闲逛，
走了一路， 发现了三四个写着 “公共
厕所” 的牌子， 循着牌子望过去， 崭
新的公共厕所在路边矗立， 不像以往
那种很远就闻到了臭味。 除了有了公
共厕所， 记者发现林州县城新多了几
家影城， 新多了几家装潢大气唱歌的
地方 ， 养生足道 、 游乐场 ， 餐厅等 ，
也是眼花缭乱。

“咱们有功夫了去新开的养生足
道那里体验体验吧。” 家门口一个老同
学星星笑着对记者说。 老同学如今已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 她在当地一家
幼儿园当园长， 老公是大车司机， 今
年刚买了车， 坐着她的车一起去了附
近一家养生足道， 古色古香的中式装
修非常雅致， 里面的女技师手法精到，
一个小时下来， 一天的疲乏很快就消
失了。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平时工
作老坐着，有时间了，就和姐妹们来做
个足疗，全身按摩什么的，一起聊聊工

作、聊聊家长里短，看看电影……这一
趟下来，浑身轻松，第二天工作起来，精
神状态好多了。 我现在可注重养生了，
每天晚上睡前都会泡泡脚，还会按时间
睡美容觉。 ”星星感慨地说。

记者有时间的时候在县城闲逛 ，
发现休闲足道中心开了五六家， 而集
服装、 餐饮、 影城、 唱歌、 游乐场等
多元化商业内容于一体的大型商场也
新开了几家， 里面行人众多， 不得不
感慨 ： 县城人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强 、
休闲娱乐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了。

消费能力越来越强另一个明证是
村子里有车的人家越来越多， 大部分

像老同学星星一样， 开车上班， 周末
的时候一家人开车去周围的山上转转。

“我和我老公商量了下， 准备年
底的时候出国旅游一圈！ 现在正在攒
钱！” 星星兴奋地对记者说。

自从记者2006年到京求学， 如今
离乡已经13年。 这13年里， 每次春节
回林州， 都能感受到家乡一点一点的
变化， 那种最综合的感受是村子里的
房子越盖越好， 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
鼓、 路上的车越来越多、 行人穿的衣
服越来越时尚、 休闲娱乐方式越来越
多， 城市在日新月异， 老百姓的日子
也在蒸蒸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