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穿行在田野山间的农村公
交，连接着城乡，满足的是城乡居
民出行的需求，推动着城乡一体
化的进程。但记者在采访中仍发
现农村公交还可以更“贴心”。

“贴心”首先应是公交车内
空间要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的
需求。记者在部分区县采访时
发现，有一些乡镇之间的农村
客运采用的是 8 座微型面包
车，乘坐感受不错。不过，当地
还是有部分农民愿意去坐私人
运营的三轮车、摩托车，部分

“黑车”也难以禁绝。一位搭乘
三轮车的农民告诉记者，面包
车内空间小，背篼不好放，有的
车还要收取相当于半票的货
票，所以他“打空手坐客车，背
背篼坐三轮”。因此，对于农村
片区的农村客运可以适当配置
一部分空间相对较大、能装载
农民生产工具的客车，或是在
车辆外部寻找装载空间，以满
足农民日常的出行需要。

“贴心”也应体现为车型安
排要符合当地的实际。现在城
市公交中电力等新能源汽车逐
渐普及，有的区县在农村公交
中也逐渐开始推行新能源公交
车辆。但受制于山地丘陵的地
形地貌，新能源车辆在动力上
未必能满足爬坡需求。在一些
盘山公路上，这些马力较小的
农村公交车辆在满载状态下爬
坡有些吃力，前行困难。因此，
在发展农村客运时，车辆能源
配置不能搞“一刀切”，而要一
边研发适合山地地形的大马力
新能源车辆，一边在坡度较大
的农村客运片区安排传统动力
或混合动力车辆，以更安全、更
快捷地运送乘客。

“贴心”也应体现为探索满
足城市居民乘公交下乡观光的
需 求 。 目 前 的 农 村 客 运 姓

“农”，因此将乘客更多定位于
“农民”。但在近郊一些农业观
光较为发达的农业园区，城市
居民也逐渐成为农村客运重要
的客源。与城市公交接驳的客
运观光车，不仅出行更绿色环
保，而且免去私家车停车、拥堵
在路之苦，正逐渐成为城市居
民乡村体验游的重要选择。但
目前我市开通的观光巴士中，
在农村运营的仅有沙坪坝区的
两条线路。因此，农村观光体
验发展较好的地区，可以探索
推动城乡公交一体化，开发更
多的乡村观光旅游线公交路，
并给予乘车者一定的优惠，以
鼓励更多的城市居民公交出
行、绿色出行。

农村公交
还需更“贴心”

罗芸

5月9日下午，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初夏的青山绿水间，409省
道如玉带般缠绕在山间、坝上。

一辆灰色的农村客运车正驶往酉
酬镇方向，满载着去往麻旺、泔溪、酉
酬的乘客，也满载着欢笑。

“现在好，进城坐客车，不用怕把
脚板走大！”60多岁的白中林说。

“一天就能跑个来回，不像以前，
进个城还要下个决心。”坐在离白中林
不远的杨昌菊也附和。这次她为小孙
子买书，上午去下午就回来了。

“客运班车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开
的。”开车的冉师傅告诉记者，“我觉得
我们客车就像黄杨扁担，城市、农村两
头挑起走！”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区县调查时
发现，农村客运不仅方便了城乡居民的
出行，还加速了农产品的流通，改变了
部分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有力地促进
了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了乡村振兴。

农村居民进城
“顺风耳”搭“顺风车”

麻旺镇的白中林两口子种了1亩
多地的蔬菜。

“吃不完，多的菜都卖到了龙潭。”
健谈的白中林才从龙潭卖了菜回来。
他说，龙潭镇是个旅游区，还有几千名
学生。虽然到龙潭卖菜要花车费，但
这里菜卖得起价格，销得也快。因此，
白中林每周至少要搭两三趟车去龙潭
卖菜，年收入七八千元。

“他卖菜成了‘精’，哪里价格高都
摸得一清二楚！”邻居陶照英笑道。

前段时间竹笋大量上市时，白中
林把家里种的竹笋也卖到了龙潭，每
把1.5元。在回来的车上，他听到有
两个乘客摆龙门阵，说县城的竹笋可
以卖到3元。白中林便坐客车到产笋
多的酉酬收购了一部分竹笋，加上自
家采的，一起卖到了县城——靠着一
双“顺风耳”，加上客运班车方便，白中
林又多赚了一笔。

“还是要感谢党和政府，把路修好

了，车也通了，我们才走得多、看得多、
走得远，晓得的也更多。”白中林说，如
果像以前一样出门全靠一双脚板，到
20公里外的龙潭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卖菜哪能这么轻松。

“所以，我是搭了好政策的‘顺风
车’！”白中林由衷地说。

“尽管现在私家车、摩托车等出
行工具不断增多，但对于普通农村居
民来说，坐农村客运车辆出行仍然是
最主要的方式。”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底，全市
812个乡镇已全部开通了农村客运
车辆，已开通的农村客运线路达到
3700余条，投入的农村客运车辆达
到1.1万余台，极大地方便了普通农
村居民出行。

城市居民下乡
采购旅游两不误

5月13日早上7点半，家住綦江
城区半山国际的陈国华大妈送了孙子
上学后，和老姐妹一起坐上了开往三
角镇的客车。她们是去买菜。

三角镇距离陈国华的家有15公
里左右，如果坐客车，只需二十多分
钟。

“现在坐车好方便嘛，菜也新鲜，
还能经常买到土猪肉，香得很！”陈国
华告诉记者，在城市的公交向农村延
伸后，车费大幅下降，到乡镇买菜实
惠。

“最近一两年，我们明显感觉到来
买菜的城市居民增多了。”三角镇负责
市政管理的廖维刚说。以前赶场的主
要是本镇和周边部分乡镇的农村居
民，但现在坐车从綦江城区来的城市
居民也不少。他告诉记者，以前农贸
市场区的摊位还略有空余，现在不仅
没空余了，连到农贸市场的路上都逐
渐增加了不少临时摊位，以满足綦江
城区居民的采购需求。

“几年前，每场全镇只能卖出6头
猪的猪肉，现在每场能卖10头左右。”
廖维刚测算，其它农副产品销售额也

比同期增长了30%以上，这直接推动
了镇内不少年龄超过50岁的农民按
需种菜、养土鸡，就近销售。

而在部分地区，客车的便捷直接
推动着农村地区旅游观光业发展更上
一层楼。

上个周末，重庆师范大学学生周
燕在地铁1号线双碑站出站后，购买
了面值为10元的“慢城之旅畅游卡”，
刷卡乘坐296路公交车到中梁镇，再
换乘T009观光巴士到蓝莓谷采摘蓝
莓。

“对我们学生来说，出行坐公交车
是最好也最划算的选择。”周燕说，24
小时内无限次乘坐，可以多去几个景
点“打卡”。凭这张卡，有些景点还给
予一定的门票或消费优惠，也让这张
面值10元的公交卡显得很实惠。

据统计，T009开通后，歌乐山慢
城的游客数量增长了20%以上。目
前除T009外，沙坪坝区还开通了虎
峰山T290观光专线旅游公交，极大
地方便了像周燕这样的学生和部分外
地游客到景区观光体验、享受美食、购
买农产品，为农村地区带来更多的人
流、资金流。

客车通车
大人小娃都“走读”

罗元贵已经很久没有穿过雨靴
了。当她找出雨靴时，上面积了厚厚
一层灰。

“客车一开通，我们赶场方便了，
娃从住读变成走读，这些以前每个月
都要用几回的家什就没啥用处了。”罗
元贵说。

罗元贵家住万盛经开区石林镇庙
坝村，到石林赶场要走1个多小时山
路。考虑到往返时间较长，家长只能
选择让孩子住读或自己到镇上租房陪
读。

从儿子读幼儿园开始，罗元华帮
他选择了住读。“住读可以锻炼独立生
活能力，但吃得怎么样、有没有调皮，
都是我天天焦心的。”罗元华说。

去年12月底，通往场镇的公路整
治后，庙坝成为万盛最后一个通客车
的村。现在早上七点半，罗元贵把儿
子送到村委会门口上车，他8点以前
就能进校门，下大雨也不用担心衣服、
鞋子被打湿。雨靴，自然也就“下岗”
了。

“通车后，村里有接近20个学生
是从原来的住读变成了走读。”庙坝村
村主任陈光英说，通客车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方式，消除了过
去村里娃娃住读时家长的种种担心，
也避免了以前坐黑车带来的安全隐
患。

而公交客车的开通，也为部分农
村居民以“走读”方式上班提供了可
能。

每天早上8点左右，綦江区三角
镇彭香村的黄温群、吴昌兴等就会在
小石坝招呼站等着上车。小石坝聚居
了三十多户村民，其中有二十多人选
择住在自己家，早上坐车进城打工。

当初主动捐地修招呼站的吴昌兴
说，他打工的工地离家有17公里，客
车大约10分钟一趟，一般半小时就能
到工地，非常方便。

“‘走读’的生活过起很安逸。”同
在一旁等车的黄温群表示，住在家里，
消费自己种的菜、养的鸡鸭，吃得健
康、住得安逸，出门就直达上班的地
点，现在这种方式“很科学”。

“在开通了客车的公路沿线，办卡
的农村居民非常踊跃。”綦江区运管处
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各乡镇办理乘
车卡的情况来看，全区有两千余人选
择了“居住在农村、工作在城市”。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我市在基本实现了“出门有路、抬
脚有车”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降低
农村居民出行成本：通过补贴等使农
村客运票价下浮了15%；部分区县把
城市公交线路延伸到乡镇和行政村，
如万盛已实现了公交车行政村全覆
盖，綦江开通的部分城区公交线路延
伸到乡镇，并实行公交票价，从而促进
了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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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客运 肩挑城乡
本报记者 张国勇 罗芸

农村客运已深深地融入重庆农民
的生活，又深深地改变着重庆农民的
生活。

作为一项惠民措施，要想农村客
运能“开得起、稳得住”，仍需要克服重
重困难——怎样让客运企业愿意留在
农村并持续发展？政府在不直接干预
市场的情况下如何帮扶运营企业？在
私家车数量不断增长的农村，客运需
要进行哪些新的转型？

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山区丘
陵地形为主的重庆，交出了一份巧解
难题的“答卷”。

根据实际，打破“三定”传统
运营模式

“到江口中学，开到农坝那条线。”
近日，本应跑“江口—金子”线的云阳
县万通公司驾驶员刘堂云，接到了公
司负责人陈泓的电话，临时让他调了
路线，以缓解因江口中学放“大周末”
带来的客流高峰。

江口中学是一所有4000余名学
生的农村中学，每两周放一次“大周

末”，每次放“大周末”都会形成一个两
三千人的客运高峰。当这个高峰到来
时，从江口发出的9条线均呈饱和状
态，尤其是江口到农坝的客运线，单程
30公里，途经多个镇乡，走这条线回家
的学生数量达到1200人。因此，平时
由15辆8座面包车跑起来绰绰有余的
线路，一到放“大周末”就车车爆满。

“我们必须及时增加运力，确保在
天黑前将学生送到家。”陈泓表示，现
在每个月公司都有十多次临时调度，
以满足短时间内部分农村地区居民的
出行需求。而调剂的运力，往往来自
平时客运量相对较少的线路，这也有
利于确保生意相对清淡的驾驶员能增
加收入，使他们愿意继续留在线路上。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与城市公交相比，农村客运平时客
流量少，但在赶场日及学生上学、放学
等时段，会短时间内出现出行高峰，运
力又出现严重不足。

“如果按高峰值投入运力，显然是
不合算的。”该负责人说，因此我市鼓
励各区县因地制宜，打破传统的“定
点、定线、定班”的单一班线经营模式，
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采取片区经
营、预约经营等形式运营，现已基本能
多方位满足当地群众的出行需求。

加大扶持，为企业减负

上个月，武隆区道路运输管理处
公示了2019年度农村公交客运保险

补贴。今年，该区将对区内38辆农村
公交客运给予保险费（承运人责任险）
补贴，总额约29.7万元。

“农村客运带有很强的惠民性，
因此我们一直在探索对这类客运车
辆的支持方式，目前已形成了三类补
贴方式，走在了全国前列。”市道路运
输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一，我
市认真落实国家对农村客运的燃油
补贴；第二，全面推广支线农村客运
营运补贴，对运行乡镇到村、村与村
之间的支线农村客运车辆每天按座
位数予以补贴；第三，根据市和市财
政局规定，落实由政府出资购买农村
客运保险，目前累计参保车辆达到
12.7万辆。

完善客运网络，发展全能的
综合服务站点

酉阳车田乡是我市18个深度贫困
乡镇之一。在这里，一座综合服务客
运站正在拔地而起。

“投入运营后，这里不仅可以成为乘
客的集散地，还可以成为集游客中心、物
流运输、邮政和电商等于一体的全能服
务站。”县运管处有关负责人介绍。

与此同时，该县以车田综合站为片
区中心，建立辐射泔溪、五福等乡镇和
行政村的客车换乘网络，满足农村居民
在邻近乡镇、行政村之间的出行需求。

据了解，这样的综合服务站正在
全市推广，以适应新时期农村旅游、电
商、物流发展的需求。

以这些全能的综合服务站点为依
托，我市将积极完善农村道路客运网
络，在从城区至行政村农村客运干线
布局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重点发展
乡镇之间、乡镇与行政村、行政村之间
的客车通行问题，以有效解决农村偏
远地区农村群众出行难、乘车难。

让农村客运“开得起、稳得住”
重庆破解农村客运难题有妙招

本报记者 张国勇 罗芸

汽车行驶在黔江区小南
海镇小南海社区至新建村的
通村公路上。农村客运有力
推动了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
的发展。

特约摄影 杨敏

▲城口县周（溪）双（河）公路
像丝带连接大山中的村庄，这条线
路上的农村客运班车，即将开通。

记者 万难 摄
◀綦江区永新镇，农村客运班

车的开通方便了村民出行。
记者 万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