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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晨的梦想是跟着考

古队去流浪。 罗智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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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青年正在发声

本报记者 姚瑶

长沙巴迷群的 200多群友中， 只有少

数是专业的公交车司机， 大多数都是非专

业人士。和他们聊起巴士相关的话题，你会

明显地感觉到他们背后的小宇宙在熊熊燃

烧，无数专业的名词在天上飞，而你在不知

不觉间已经被排斥在了那个小宇宙之外。

他们迷恋公巴士规则、大气的外型，现

代工业带来的金属气息和引擎迸发的强劲

有力的轰鸣，每天拍照坐车。但不要以为他

们对巴士的爱只停留于此， 他们还有更远

大的目标———希望将一些想法传递给政

府，为明年长沙公交新一轮改制作参考。用

他们的话说，“作为巴士迷， 我们并不是在

玩。 ”

巴迷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然而在国内特别

是长沙，却鲜少被人知晓。 长沙巴士一族的最早

发起人，是几个在红网论坛上经常讨论长沙公交

车问题的网友。 发起人之一的戴尼尔家住新开

铺，是一个很依赖公交车出行的地方。 小时候他

就对公交车很有感情，后来读大学、研究生，每周

依然坐公交车往返学校和家。“巴士，能让你花很

少的钱到达这个城市很多的地方，又能欣赏沿途

风景，看形形色色的人”。

2009年 9月，戴尼尔专门注册了“长沙公交

一族”的主题论坛。现为了便于沟通，他把这一群

铁杆巴迷都加入了“长沙公交一族”QQ群，阵营

慢慢扩大。这个组织最小的成员只有 12岁，最大

的已是大学教授。大部分的成员都是 80后小伙，

有的喜欢研究公交公司的运行是否规范，有的喜

欢研究公交线路。 他们的还成功吸引过电信 114

问路专线的三四个接线员女孩加入，万一有人问

的路她们不知道，都会在群里问。

身为巴迷， 他们的目标是把长沙巴士的每一

点细节情况吃透，包括车型、线路、运营情况等等。

长沙只要新增了一台公交车， 巴迷就会召集群友

去看车、拍车。 他们最自豪的事是为长沙每一台公

交车制作档案， 并且能够为网友们的出行提供各

种合理的乘车线路建议。 他们对巴士的执念，有时

也让很多人难以理解。 比如为了守候并追逐某些

长沙独苗车型，在车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对很多巴迷来说，当巴士司机还是小时候

的梦想，当然现实他们看得很清楚，巴士司机

的 A 驾照很难考，工作很辛苦，而且月收入比

想象的差，但这并不妨碍巴士司机在他们心中

的偶像地位。

最近巴迷们正计划拍摄一个巴士形象宣

传片，时长大约 30 秒，希望以此增加巴士在人

们心中的吸引力。 他们还有另一个大动作，想

去一趟吉首， 寻觅一台 90 年代末被长沙淘汰

的古董公交车。“我们想过去了解这台车的情

况，适合的话想让它回到长沙，作为见证长沙

发展的一个工业或者交通遗产，就像火车广场

的那台老式蒸汽机车一样。当然这个事情比较

麻烦，我们也想借助媒体和社会的力量来逐步

实现。 ”

在我们肉眼可见的寻常世界之下，有一个隐形的怪青年群体正在无声、热烈地转

动。 他们心中有一团火，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和行动力，总是悄悄地就做起了奇怪的事。

发出的信号或许微弱，却始终抱有热情，把微小的热爱不断壮大。

怪有什么不好？谁规定正儿八经的人生才值得尊重？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一群怪

青年身上时，其实也有一点小小的野心，希望下一次，当一个有点怪的人出现在你面

前，你不会再撇撇嘴扭头走开，而是开始用尊重的眼神重新审视他们。 毕竟，彪悍的人

生不需要解释，不论对错，只求无悔。

作为巴迷，我们不是在玩

在大学同学的印象里， 执着于考

古的张晨胆子大得不像个女生。 直到

到现在， 还会有男生津津乐道于她一

个人前往某地考古的经历。 其实张晨

更乐意结伴出行， 只是身边喜欢考古

又愿意付诸行动的人太少。

张晨对历史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好奇

心。 小时候，女孩们在生日时都喜欢要洋娃

娃和漂亮衣服，张晨却另类得很，让爸妈买

了一套《中华上下五千年》 和《世界五千

年》。 上初中时，她总是揪着历史课本下面

注释部分不放，都是一些野史杂谈，考试不

会考到， 但张晨却把它们一个个都装进了

脑袋。

“也许看关于历史的书看得多了，就觉

得书不能尽信， 还是要亲自去看看历史的

遗存，才能知道历史的真面目。 ”上了大学，

不受约束的张晨开始了自己的考古计划。

她最疯狂的举动是在某年的中秋节， 一个

人乘上去河北邢台的火车， 祭拜秦始皇。

“光坐火车就坐了十几个小时，包车去沙丘

宫，没有公路，连农户都很少见。 ”傍晚时，

张晨到达目的地。 四周很荒凉，尽管是赵武

灵王葬身和秦始皇殒命的地方， 却也只有

简简单单的一块铭文碑，让人不由得唏嘘。

张晨从背包里拿出之前买好的香祭拜她最

崇拜的秦始皇， 还拿出铅笔小心翼翼地把

后人题词的碑文拓了下来，这份拓本，她至

今保留，视为心水。

每次去考古， 张晨都会事先研究一些

古代地理书和风水书，然后锁定点，过去看

看是否和书中记录一致，现在的保护情况，

还剩下什么东西。 花钱是必然的，车费、食

宿费不会少，要包车过去，花费就更高。 为

了不让自己的梦想被金钱束缚， 张晨和一

个同学合伙顶下了学校周围一家精品店，

做一些手工的仿古饰品销售。 在畅销程度

远超过她想象时，她也有过偶尔的幻想，保

不准有朝一日，能靠这门活计养活自己。

张晨也有过跟随考古队一起去考古的

经历， 那是最令她兴奋的事情，“一开始别

人还不大乐意带我，我就厚脸皮跟着，告诉

他们我能帮他们掘土。 相处久了，他们也愿

意带我跑了。 ”

张晨说，在这个城市，喜欢这个考古的

人其实不少， 但是真正愿意花时间付出行

动的人却不多， 所以每当看到身边有散发

着相同气味的人出现，她都会无比开心，那

会让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行走在城市的古墓派

彭钰是那种思想到哪儿，行动也跟到哪

儿的小姑娘。 她的人生重要决定几乎都在一

念间产生。 别惊讶于她因为一段视频而休学

的举动，谁知道在她的漫长人生路上会不会

做出更惊人的事。 毕竟这个小姑娘的做人准

则是：“我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反对也没有

用，不然会遗憾一辈子。 ”

7月 10日，彭钰坐上了去日本的飞机。 离

别的场面跟她想象的有些不一样。“没有时间说

再见，转一个弯，就看不到爸爸妈妈了。 ”

几个月之前， 彭钰还只是湖南农业大学艺

术设计专业一名喜欢动漫的大一新生。 在网上

学习过动漫制作相关的软件，平时弄弄手绘。在

她的学业生涯规划上， 读完大学之后就去考会

计研究生，动漫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点缀，无关大

雅。

某天， 一段偶然点开的视频改变了彭钰的

生活。视频中，一名日本声优（配音演员）现场给

樱桃小丸子里面所有人物配音， 从爷爷到小丸

子再到花轮同学……彭钰当时就震惊了， 内心

的不安分因子也随即被激发，她认真对妈妈说：

“我要去日本，我要去学动漫制作。 ”

这样的决定或许并不是突发奇想。高考以

后，彭钰填过几所国内大学的动漫专业，却因为

种种原因与它们失之交臂。 虽然最后选择的艺

术设计专业和动漫搭了点边， 但还是感觉不是

滋味。

对于彭钰的冲动，妈妈并不是第一次见识。

初中时， 彭钰也曾对妈妈说要去长沙参加歌唱

比赛，还是在星期一这样的读书时间。“如果我

要做的事，我一定至少要做一次，你反对也没有

用，如果没做我会遗憾一辈子。 ”因为这样一句

话，妈妈被她说服，此后对她的决定，只要没有

原则上的大问题，妈妈基本上都由她。

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彭钰开始着手办理休

学。 完全不懂日语的她要在语言学校学一年后

重新参加日本的高考。 身边的同学现在都已开

始享受着大学的美好时光， 她却又义无反顾地

一扎进题海之中。

彭钰立志一年之内考上目标学校， 减轻爸

爸妈妈的负担。她还有一个小小的野心，希望能

在留学生里面组建一支自己的动漫团队然后回

国发展。“大家一起想创意，一部分人负责漫画，

一部分人负责动漫制作，一部分人负责配音，做

出自己的作品，这不是一件很酷的事么？ ”

这样的想法会不会太不切实际？彭钰笑笑，

说：“其实很多人都警告过我现实和梦想差别是

很大的。不过，我不能因为差别大就连努力也放

弃了。学校一次没有考上就再考。如果毕业以后

不能从事动漫相关行业， 在业余方面我也会努

力。 毕竟拼搏过了，就不会遗憾。 ”

日本之行，我蓄谋已久

长沙巴迷的心中有很多想法。邹铮 摄

动漫狂热份子彭钰。 罗智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