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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车，免费送你回家！”
又到年关，又见春运。对于思乡游子而言，这是一句雪中送炭式的福音，还是会让你本能地满腹狐疑？
1 月 16 日，2014 年春运拉开大幕，预计客运量将达到 36.23 亿人次。这场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仅承载

了国人春节团聚的期盼，也是对国家交通保障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其中，最难的一道“考题”莫过于：买票难。
而近两年，越来越多民间力量的参与，为缓解“一票难求”开辟出一条蹊径：如果那些有意自驾车返乡的车主，

都主动把空余座位提供给顺路的老乡，是不是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皆大欢喜”？
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近这样一群专门帮助湖南老乡回家过年的人，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爱心是如何温暖更

多人的团圆路的。

这个冬天，有人说“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车票”，但有一群湖南人说——

老乡，搭我们的顺风车回家过年

故事

（下转 A05 版）

北京双闪志愿者爱心车队

3 年里，
共免费送五十多人回家

胡烯锐是从 2010 年开始
免费搭载顺路客的，动因是他
自己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某年冬天，胡烯锐与母亲在一
次喜宴散场后等车回家，因家
在乡村交通不便，过路车辆也
没有愿意停下来关注这对母子
的——于是瑟瑟的寒风中，胡
烯锐与母亲在路边一站就是好
几个小时。“就是从那时起，我
萌生出一个念头：将来有了自己
的车，我一定做到免费顺路带
人。”胡烯锐态度坚定地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

2010 年 11月，胡烯锐买了
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几个月后就
是春节，他也就此拉开了兑现誓
言、免费捎客的生涯。“以农大
学生为主，或者是经学生、熟
人们介绍过来的，也有在我的
微博上留言的陌生人——只要
顺路，都可以找我同行。”

从 2010 年至今，3 年多时
间里，胡烯锐自己有过记录的搭
载人数已达五十多人，主要是
过年或节假日从长沙往返常德澧
县的人士。

记者请胡烯锐算一笔账：
车子坐满人后，比他单独开车回
家一趟会额外增加多少费用？胡
烯锐说他自己其实也算过，从长
沙到常德澧县，高速通行费、油
费什么的合计约 270 多元；如
果车子坐满的话，每趟会要多开
支五六十元。

四年下来，这也是一笔不
算很小的开支了，但胡烯锐说，

“精神上的满足更重要”。而且，
时间长了，很多坐过他车的学生
或原本不认识的人，逢年过节
都会给他带些小礼物或者寄明
信片，胡烯锐说：“这比收多少
钱都让人开心。”

相通的公益之心让他找到
“盟友”

2012 年，胡烯锐认识了“顺
风车湖南站”负责人徐秀良，以
及一批志同道合的爱心车主，共
同组建起“顺风车湖南爱心车主
群”。短短一年多时间里，QQ 群
从最初的十多人，发展壮大到如
今的四五十人。“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群里的一些女志愿者，真的
很有爱心！有位女士是在旅行社
工作的，去年 8月份怀孕后还特
别积极地帮忙联系车辆，发动身
边不少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志愿
者队伍……大家都是很自觉自愿
地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目前，胡烯锐在“顺风车湖
南站”主要负责组织和策划一些
爱心公益活动，“通过这些活动，
希望能集结更多爱心车主加入
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作为纯公益性平台，胡烯
锐与另几位“顺风车湖南站”
负责人都是兼职，没有分文报
酬。他坦言，湖南的“顺风车”
免费搭载活动现在还没法像北
京总部做得那么规范，“将出行
安全的保障工作做得更规范和
完善，让爱心车主和乘客们都
能无后顾之忧，是今后我们工
作的重点”。

“顺风车”湖南站

寒风中求顺风车的经历，
让他刻骨铭心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章清清
“长沙罗大侠”是罗晚云的绰号，

这位据说是“顺风车湖南爱心车主
群”里最年长的一位，实际年龄也
不过四十出头，但做“顺风车”志
愿者的历史却有五六年了。

最开始，
几乎没人敢坐他的车   

“几年前从电视里看到北京有
个叫王永的湖南邵阳人，开奔驰
车免费搭载顺路的路人，当时我就
想，我也有车，为什么不可以去
做呢？”罗晚云向今日女报 / 凤网

最大的无奈是经常被当做“黑车司机”

“这也算启发了思路吧——既然我
的车可以带人回家，别人也能这样啊！”
陈琴在群里发出号召，建议打算开车
回家的队友们都顺道捎上自己的老乡。
而这一年春运也是“双闪爱心车队”第
一次走出京城，“深入基层”。

感动：
女车主更有毅力，无一退出

随着队伍的壮大，“双闪”QQ
群先后有了三个分群。“分别由不同的
队友在管理。”陈琴说，“但人员变
动是常有的事。”这是由于“双闪”是
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利益可图的纯公益
性团队，不少人新鲜感一过，就自动
退出了。“值得庆幸的是，新加入的
人数远远超出退出人数。其中，女性
车主无一人退队。”

据陈琴介绍，目前车队已经发
展队员1000 多人，其中“元老级”
近百人，包括二十多名女性。

“我认为，相比男性，女性的思
维会更感性，很多时候也更有耐心。”
2013 年 1月，与陈琴一同从北京开
车回湖南的女性队友还有黄璐。黄
璐是长沙人，在当年春运开始的前几
天才正式加入“双闪”。

“她是新队员，很想为团队做点
事。”看到陈琴在群里发起的号召后，
黄璐毅然把提前买好的机票退掉，
找了个熟识的长沙老乡“轮班”开车，
同时还“顺”上了三名北漂老乡。“从
北京开车回长沙很要体力，小姑娘真
的很棒！”

与“双闪”共同成长的这几年中，
有过感动，也少不了困难和挫折。在
陈琴的微博留言中，就有网友提出质
疑：“连联系方式都不敢留，还做什
么公益！”、“说是公益，其实不就是
炒作？”……面对这种声音，陈琴起
初也感到特别委屈，但转念一想：“任
何事物都有双面性吧！”她解释说，
自己不愿在微博上留下电话，起初是
想悄悄做好事，到后来则是因为电话
号码小范围公开后，无数次遭到“无
聊人士”骚扰，甚至在凌晨打来骚扰
电话。“我也有稳定工作，也需要正
常休息。而且，我的爱心只想留给那
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收获：
“拉近”了北京与湖南的距离

又到一年春运时，陈琴说自己既
激动又紧张。

2013 年春运，陈琴捎上了3 名
岳阳老乡，“我和丈夫轮换着开车，
车内坐了两男一女。”从北京自驾到
岳阳，走京珠高速公路约 1417 公里，
耗时近 20 个小时。

“我们约好在北京京西宾馆碰面。
一上车，那对年轻男女就开始有说有
笑，另外那名30 多岁的中年男人却一
声不吭地盯向窗外，双手下意识地相
互摩挲。”意识到对方可能有些紧张，
陈琴主动搭话：“都是老乡，轻松点
好！”但男子始终只是礼貌微笑。

开出北京收费站后，中年男子开
口了：“我给你们摊点油费吧！”“这
个真不用！多个人也多不出什么钱，
何况都是老乡！”“那你们不会要什
么回报吧？”……

陈琴笑着回忆，丈夫开车的时
间里，自己花了大半个晚上向中年
男子解释“双闪”的由来与宗旨，
直到把对方平安送到家。事后她才
发现，这名男子还是在下车前偷偷
塞了200 元钱到车后座的垫子里，

“这人也太实在了！大概是怎么都不
敢相信世上真有免费的‘顺风车’
可搭吧！”

因为 2013 年的免费载老乡回家
过年之举，陈琴结交到了更多在北
京工作的湖南老乡，“感觉我们的举
动多少拉近了北京与湖南之间的距
离”。当年的行动虽说也完成得很圆
满，但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法律风
险等。

“我们一直呼吁和强调要‘平安
回家’，好在队友们都算谨慎，没
有碰上什么意外。今年，我们邀请
到了一支强大的法律团队加盟，将
对每位‘结对’的车主和老乡的个
人信息进行登记，由律师一对一进
行风险评估，并签订相应的风险协
定。”陈琴坚信，在“爱心”有了
更规范的形式与管理后，不仅会有
更多人受益，也一定能吸引到更多
私家车主参与进来。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1 月27日，本人将自驾回湖

南岳阳，有需要同行的老乡请联系
……”1月20日，陈琴在自己的微
博上贴出“广告”。类似这种“广告”，
从 2012年下半年起已遍布她的微博。

2012 年 7月21日，北京暴雨。
陈琴等人用一条接一条的微博召集
到近 300 辆私家车自发赶往机场，
接回500多名滞留旅客。经此一“役”
后，车主们集结起来正式成立了“北
京双闪志愿者爱心车队”。2013 年春
节前夕，“双闪”车主们的爱心继续
发酵：“将老乡平安送到家！”

转眼又迎来 2014 年春运。对
于陈琴而言，自组织成立“双闪”车
队以来，困难与质疑声便源源不断，
但“不管外界怎么评论，我都干得心
安理得。2014 年，我不仅会继续捎
带老乡回家，还要把‘双闪’名片也
带回湖南老家！”

经历：
一次小善举，集结一帮人

与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聊到
“双闪志愿者爱心车队”，陈琴说，
当初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力所
能及地帮人一把而已，没想到那一
条条“求扩散”的微博居然能传遍
京城，从而打造出了这一公益品牌。

出生湖南的陈琴，在北京发展
多年，还是第一次经历那么大的自
然灾害。2012 年 7月 21日，北京
遭暴雨突袭，“微博上几乎每隔一
小时就会曝出‘市民溺水身亡’的
消息，虽然不知真假，但无法不为
之动容与焦虑”。身为“白衣天使”
的陈琴按捺不住，着急地在微博上

“刷屏”，希望能征集到一些私家
车主同往机场解救被困乘客。

“收到的反馈很振奋人心。”陈
琴告诉记者，“那天自发去往机场
的车主特别多。但大家都忙着拉人，
顾不得互留联系方式，好多（车主）
都是过后通过微博才联系上的。”

有了这一次的“合作”，车主
们建立起了友谊，商议之下决定将
这支“临时军”保留下来，取名“双
闪车队”。

成立“组织”后，队内活动开
展得有声有色，比如去到附近山区、
农村献爱心，秉承的原则是“谁有
时间谁上”。“也就半年多吧，车队
有了近 500 名成员，半数是北京人，
半数来自全国各地。”

之所以想到参与春运，据陈
琴透露，灵感源于队友们的闲聊。
2013 年 1 月，临近春节，到处都
在感慨“一票难求”，“双闪”QQ
群里亦有不少队友，尤其是湖南、
江西、广东籍队友因买不到回家的
车票而相互吐槽、安慰。陈琴也
是其中之一，迫于无奈，她与丈夫
盘算着开车回家。这时，队友中有
湖南老乡向她提出“求顺路”。

1 2岳阳妹子不仅送老乡回家，还要将公益品牌带回家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章清清
“农大村长”是“顺风车湖南爱心车主群”

的管理员，同时也是“顺风车湖南站”的负
责人之一。他本名叫胡烯锐，是湖南农业大
学的一名老师。

记者坦陈自己的初衷。
罗晚云把想法对家人一说

后，得到了妻子、孩子的支持，
于是说干就干，很快便在私家车
车窗前贴出一张“从河东到河西，
免费顺路带人”的“告路人书”。
由于家住河东、上班在河西，他
的计划是招募同样从河东到河
西的乘客，但一开始，几乎没人
敢坐他的车。“估计都怕我是骗
子吧。我停下车主动拉客的话，
男的还好说一点，女的基本都
回复我‘在等人’之类……呵呵，
我当然也不会强求咯。”

车队部分成员合影。左三为陈琴。供图：受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