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报告， 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高度，提出建设“美丽中国”。

然而，我们的城市车辆拥挤、道路堵塞、交通不畅带来的
出行难，以及众多车辆的尾气排放，严重困扰着城市的生态
文明。 我们的城市日新月异，我们的生活应该要更有诗意。

寻找城市的诗意，需从破解城市生态文明难题入手。 自行
车的命运变迁或许是反映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态最好的工具。

从二三十年前成为国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到如今“四轮
驱动生活”的工业文明时代被人们所抛弃，自行车的命运折射
出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有房有车”的中产式生活，是经济建设
至上时代的社会主流追求，自行车只是“穷人”的交通工具。 刚
刚开始富裕的中国城市，便迅速落入了发达国家完全以“汽车
革命”解决公共交通的老路。 然而，即便是大规模的轨道交通
和公交网络，也难以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道路越来越宽，自行车道却越来越窄，机动车肆意挤占
非机动车道，交通拥堵和城市污染日益严重。 自行车，曾经
那道城市中的风景线， 其诗意的成分已经在城市的巨变中
风干。 行色匆匆中，很少有人会慢悠悠骑着自行车沉浸于城
市的风景之中，让清脆的铃声随意拨动城市的诗意。

令人欣喜的是， 近年来人们的生活目标和观念体系开始
发生微妙而深远的变化。 自行车所代表的运动、绿色和环保的
内在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一些人开始重新拾起起
自行车，脚踏两轮，悠然地转动着自己的生活，营造现代自行
车文化。 在他们的生活理念里，骑自行车出行甚至是一种新的
品质和格调生活的象征。

其实，自行车的回归，不仅仅是城市交通的理性回归，更
是城市文明的感性回归。 作为一种最富诗意的交通工具，自行
车是丈量城市风情的最好眼睑，将以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为
城市生活写下诗意的注脚。

城市生活的诗意注脚
苏原平

短评■

———自行车出行系列报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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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 三湘华声全媒体正在为12
月26日举行的 “长沙—韶山大型骑行活
动” 招募选手， 以纪念毛泽东诞辰119周
年。 据三湘华声工作人员介绍，参与者非
常踊跃，一天之中竟有上百人咨询、报名，
既有年逾六旬的老人，也有在校的学生。

随着生活观念的改变和环保理念的深
入，曾经淡出人们生活的自行车又被重新拾
起，许多人抛弃私家车，重新回归自行车一
族。 湘江边上，岳麓山下，一辆辆五彩缤纷的
自行车跳动着古城长沙的青春脉搏。

自行车曾盛极一时
作为世界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自行车

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据统计，中国的自行
车保有量曾经达到惊人的6.7亿辆，是名副
其实的“自行车王国”。

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男
人骑车载着女人在风中飞驰，成就了无数
甜蜜爱情，自行车也与缝纫机 、手表成为
当时中国家庭的“三大件”。 到了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自行车 “飞入寻常百姓家 ”，成
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每个清晨和
黄昏， 成千上万辆自行车一起涌上街头，
汇聚成欢快的车流，驮着多少人的欢笑与
幸福，多少人的梦想。

改革开放迅速改变了中国人的“车生
活”。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后，随着经济的
飞速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曾经盛极一
时的自行车已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随之
而来的是私家汽车的爆炸式增长，同时也
给城市交通和环境带来了巨大挑战。

据统计，长沙市机动车保有量今年已
经突破120万辆。 一方面是机动车占据着
主要交通要道，向我们朝夕生活的城市排
放污染尾气；一方面是少得可怜的自行车
道被机动车占据，自行车骑行者只能在公
交车、小轿车中危险穿行。

行色匆匆中，我们已经听不到自行车曾
经那一串串清脆悦耳的铃声，也没有几个人
会慢悠悠骑着自行车品读城市的风情。

重拾自行车成时尚
严重的交通拥挤和污染 ， 使得越来

越多的人重拾自行车， 希望回归大自然。
“现在除了回老家探亲和接送孩子，

自行车是我首选的出行工具。” 在长沙市
某银行任职的张耀明告诉记者 ， “骑自
行车不仅是我避开交通拥堵的 ‘法宝 ’，
还是我支持环保的实际行动。”

在德国、 法国、 荷兰等国， 很多人已
经不再把拥有汽车作为富裕的象征， 因为
在很多时候， 汽车并不是最有效、 最环保
的出行工具。 和很多有车族一样， 自行车
成为张耀明应对交通拥堵的第二辆车。 在
他的影响下， 20多个志同道合者组成了一
个小团队， “我们现在尽量不开车， 平时
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 每到节假日， 我们
都会骑车去寻找大自然的情趣。” 他告诉
记者， 他每次骑行都会带上自己12岁的小
孩， 长沙市周边100多公里都留下了他们
的轮迹。

据了解， 目前长沙市自行车爱好者突
破４万人， 各类自行车俱乐部多达三四十
家， 像顺时针、 8公里、 天空等是长沙市最
早的一批俱乐部， 有些甚至走上专业道路，
各大高校的自行车俱乐部也如雨后春笋般
冒出。

“老猫 ” 是一位有着10年骑龄的资
深玩家 ， 轮迹遍布全国 。 他告诉记者 ，
“在湖南， 经常骑车健身的以企业白领 、
公务员居多 ， 越来越多的学生也加入这
一运动 。 在我们看来 ， 自行车带来的不
仅仅是健身， 同时还有在路上的漂泊感，
以及精神上的奔放与自由。”

政府推动绿色出行
发展绿色交通， 改变传统出行观念，

已成为我省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 提升城
市生态文明， 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举措。
全省各级政府正以自行车为载体， 积极
推广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

今年9月21日， 世界无车日， 长沙市
数万私家车主积极响应 ， 选择步行 、 公
交等方式绿色出行 。 长沙市芙蓉区政府
大力倡导公务员骑车上下班 ， 掀起了绿
色出行新风 。 省第二人民医院2011年为
每位职工配置了自行车 ， 用他们的实际
行动 ， 向病友宣传自行车运动既健身又
环保的理念。

株洲市在2011年5月启动公共自行车
租赁系统， 先后投放自行车2万辆， 3小时
以内免费供市民使用。 黄绿相间的公共自
行车不仅减少城市拥堵， 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 同时给市民的出行带来不少便利。 浏
阳也开始实施公共自行车租赁， 印有烟花
绽放背景图案和 “绿色出行” 字样的公共
自行车， 成为这个县级市的一张闪亮新名
片。

如今 ， 自行车 “绿色出行 ， 低碳生

活 ” 的理念深入人心， 改变着人们的出
行习惯 。 我省回归传统的自行车热 ， 与
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息息相关 ， 诠释
着人们追求回归自然 、 健康时尚 ， 践行
绿色出行的 “低碳生活 ”， 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精神诉求 ， 成为我省两型社
会建设中一种独特的自行车文化。

骑行掀起新风尚
本报记者 苏原平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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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如今 ， 自行车 “绿色出行 ， 低碳生

活 ” 的理念深入人心， 改变着人们的出
行习惯 。 我省回归传统的自行车热 ， 与
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息息相关 ， 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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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小小的自行车， 折射出一座
城市生态文明。

随着世界性的能源日益枯竭、 环境
污染的加剧， 提倡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
是城市交通未来构建的重大命题。

自行车不但让骑行者感受亲近大
自然的和谐之美、 运动的健康快乐之
美、 速度的激情之美， 更是一种绿色
环保的生活方式， 让人们的生活更加
轻松而充满乐趣。 绿色出行， 低碳生
活， 自行车重新回归人们的生活， 是
城市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

骑行之美
记者手记

图为5月20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生在长沙骑行， 宣传环保理念。 辛晨供图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王亮） 中超球队贵州人和俱
乐部今天通过官方微博宣布， 同意高洪波辞去球队主教练
一职， 原俱乐部领队宫磊被任命为球队执行主教练。

贵州人和队在官方微博中表示， “高洪波主教练希望出
国深造， 提高执教水平， 以期未来更好地为中国足球贡献力
量。 俱乐部经与高指导充分友好沟通， 现同意高指导辞去贵
州人和主教练职务。”

贵州主帅高洪波“急流勇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