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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巩悦悦

因为一条视频，孟想火了。
很多网友会疑惑，孩子独自外
出旅行的背后，家长为什么能
如此“心大”？孟想的父母如何
看待儿子的这次长途旅行？

孟想的爸爸孟先生认为，社
会对儿子的关注度太多，孩子并不
是特别适应。“就像他以前学美术，
刚开始只是觉得画画好玩，一旦让
他考试就不愿意了，对他来说目的
性太强。我觉得这对他而言只是
一种喜好，受到关注后，会让孩子
有些不知所措。”孟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早在两三岁
的时候，孟想就特别喜欢各种
各样的车模，长大之后渐渐喜
欢上了公交车。对于儿子的这

一喜好，孟先生表示支持，“以
前也担心这个爱好会不会占用
学习时间，但因为孩子比较喜
欢，我会给孩子一些建议，但最
终决定权交给儿子。”

借着这次采访，记者提出了
一直盘旋在心里的疑虑：作为家
长，怎么能够放心让年仅15岁的
孩子乘公交长途旅行呢？

“最开始，我想如果有伙伴和
他一起去是最好的。后来我告诉
儿子可以陪他一起去，但他坚持
自己走。”孟先生分析，儿子之所
以不想让家长陪伴，一是渴望自
由，二是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

孟先生从另一方面考虑，
两三年前儿子就独自去过烟
台、连云港，其间遭遇一些突发
事件，解决得非常好。有一次身

份证到期，没办法坐火车，他就
跑去火车站派出所办理了临时
身份证，直接上了火车。

因此，当儿子提出独自旅
行上海的时候，孟先生选择相
信儿子。他认为儿子长大了，家
长在很多事情上不需要特别干
预。而当有关儿子的新闻报道见
诸网络的时候，这位父亲坦言

“真觉得挺骄傲和自豪的”。
对于儿子，孟先生要求他

诚实做人、诚信做事，希望儿子
开心快乐长大。

首席记者 巩悦悦

独自坐公交去远方
是孟想从小的梦想

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竟然
独自完成了从青岛到上海的公交
旅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男孩
做出这一举动呢？

孟想说，这是他很久以来的
梦想。

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几乎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特殊的群
体———“公交迷”，孟想很早就成
为其中一员。

对于公交车的痴迷，让孟想
认识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公
交迷”。他们偶尔会组团乘公交车
去青岛啤酒节维护秩序，更多则
是相互鼓励乘公交旅行。孟想在
社交平台中的视频几乎都和公交
有关，他平时一有时间就去平度、
莱西等地体验公共交通。

孟想透露，在早先加入的“公
交迷”群聊中，15岁的他并非年龄
最小的那个。据他观察，其中有个
少年仅十三岁，却已经坐公交去
过很多地方了。

“我从小就喜欢公交车，去年
刷到了别人从上海到北京的视
频，当时就挺感兴趣的，我也想试
试独自乘公交去远方。”不久前，
他决定把心动落实为行动，便开
始规划线路。

规划路线有两个问题需要解
决。一是疫情期间如何保证自己
的行程码不变黄，“我必须保证经
过的都是低风险区。”还有，他必
须保证自己的路线合乎“行规”。
对于公交迷来说，有一种“行话”
叫做“运转”，指的是只靠坐公交，
而不借助其他交通方式，完成从
城区到远郊、从本市到邻市，甚至
跨省出行。在运转中，乘坐高铁、
动车或打车的行为都被视为“作
弊”。

孟想说，他主要通过地图软
件，一段段地找公交线路。实在搜
不到，就到两县交界处找车站。直
到出发前两个周，才完成了线路
优化。

即便对公交车近乎痴迷，但
对大多数家庭而言，似乎很少见
放任一个15岁的孩子独自跨省旅
游。在家长“心大”的背后，是孟想
从小就特别独立的性格，最终让
父母敢于将他“放飞”。

10岁那年，孟想就第一次独
立出行。当年暑假，他主动提出独
自回黑龙江老家。当时毕竟还小，
家人刚开始不放心，但思忖再三
还是决定让他试试。

当孟想平安抵达目的地，父
母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年仅10岁的
儿子。因此，此后当孟想再提出坐
公交去外市、外省的时候，他们虽
然犹豫，但还是选择支持。

孟想说，他从小就不喜欢麻
烦别人。在他的理解当中，自己也
能干好多事，比如收拾房间、出去
买东西。当身边其他同学还靠父
母接送时，他已经能够独立上下
学。

一路玩得很尽兴
梦想之旅终完成

从开始筹备到真正出发，全
程1133公里的旅途，由于各种原
因一拖再拖，孟想最终选在今年8
月8日出行。

出发前一晚，心里的激动让
孟想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4点多
就醒了。睡不着索性起床收拾东
西。他把两部手机，一块两万毫安
的充电宝，一个单反相机，以及各
类充电线、充电头，口罩、身份证、
湿巾、纸巾、雨伞、生活用品，以及
换洗衣服等逐一清点并打包好，
天亮后踏上了一个人的旅途。

孟想回忆，他先是乘坐5路公
交车抵达青岛站，随后乘坐地铁1
号线到达井冈山路，再换乘地铁
13号线抵达董家口火车站。这也
是在整趟旅途中，他仅有的两次
乘坐地铁。

父亲谈孟想跨省旅行———

把决定权交给儿子

“想要从青岛董家口站进
入日照地界，青岛902路公交车
是最好的选择。”孟想向记者介
绍，两年前，他就曾乘坐902路
公交车进入日照地界，但当时
是坐到宋家岭，此后又走了400
多米，才换乘了日照公交车。相
比而言，今年的公交可以直接
开进日照王家滩公交站，能够
无缝衔接换乘日照运营的35路
公交车。

谈及公交线路，孟想更像
是提及自己的老朋友。

四天的旅途，平均一天要
行进三四百公里，其间需要保
持清醒，稍有不慎，坐过了站就
很麻烦。靠窗坐在公交车上，沿
途的风景也让孟想感受到了不
一样的大自然。

“从城市到农村，再从农村
到城市，路上风光真的很美。尤其
到了农村，空气清新，远离城市的
喧嚣，田间小路棒极了。”孟想观
察发现，从山东到江苏，一幢幢建
筑也有着不一样的设计风格。

乘公交前往上海的路途中，
孟想对住宿和美食没有特别安
排，自己设计的路线自由度高，住
宿也都是随缘找。8月12日，孟想

终于抵达上海，同样是公共交通
爱好者的青岛老乡接他玩了一整
天。返程前，孟想还去陆家嘴拍了
视频，“玩得很尽兴”。

返程路上，孟想就没有乘
坐公交车了，而是购买了从上
海到枣庄的卧铺火车票，随后
再从枣庄转车至青岛。对于这
趟旅行，他评价自己“挺执着
的”，9月3日就迎来16岁生日，
感觉自己长大了。

感动每天上演
温暖独行少年

四天的旅程，孟想平均每
天要拿出12个小时坐公交。可
即便事先做好了规划，也总有
各种“小插曲”猝不及防地找上
来。旅行第一天，他就因为赶不
上车而暂缓了行程。

“宿迁市沭阳县的312路末
班车是晚上六点钟，我刚好错
过。”孟想决定在吴场镇住宿一
晚，赶清晨六点的首班车。虽说
错过末班车让人略感遗憾，但
此后遇到的人和事，让这个独
在异乡的少年心里充满温暖。

从公交站到住宿处，有400

米左右的距离。在问路那会儿，
一位骑三轮车的爷爷称“正顺
路”，免费把孟想拉到了住处。
虽然他不想麻烦人，可爷爷根
本不给孟想说声感谢的机会，
一放下他，就蹬三轮车离开了。

到了酒店之后，孟想开好
房间就去超市买水喝了。回来
一看，老板已经帮他把室温调
到了20多度，感受到凉爽的孟
想，一天的疲惫一扫而空。

在日照某站点等18路公交
车的时候，由于等待时间较长，
再加上天气炎热，孟想就走到
对面小卖部买水喝。小卖部里
有空调，他就试探着问老板能
不能允许自己吹吹空调再走，
老板听后二话没说给他搬来一
把凳子。

待到第二天行至宿迁，由
于地图软件有关沭阳的部分公
交线路标识不太准确，孟想就
在上车后询问司机下车点。孟
想听不懂司机口音，司机也看
出眼前这个男孩听不太明白，
等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司
机主动提醒孟想“该下车了”。

点滴小事构筑成的暖流，
温暖着这个独在异乡的少年。

旅行途中，孟想还专门制
作了“从青岛坐公交到上海”
的视频，片中详细展现了他所
乘坐的公交车及窗外风景。视
频发出后，点赞量随即突破了
20万。

完成了小小梦想之后，孟
想回归了日常生活。他透露，高
一军训刚开始学习正步走和齐
步走，新的学期让他充满期待。

他乘公交4天时间途经9个城市，交通费共花153元

千里独行，15岁少年“孟想之旅”

从青岛出发，四
天历经38次换乘，途
经9座城市，交通费共
花了153元，15岁准高
中生孟想独自完成了
一趟单程1133公里的
公交旅行，并顺利抵
达上海。

旅途结束，当把
出行视频分享到社交
平台之后，这位少年
猝不及防地火了。8月
20日晚，高一新生军
训结束后，回到家中
的孟想通过视频连线
的形式，接受了记者
的采访。

坐在公交车上的

孟想看着窗外的风景。

受访者供图

第一天行程

青岛段
* 5→铁路青岛站广西支路
* M1→井冈山路
* M13→董家口火车站
* 902→王家滩

日照段
* 35→王家皂南
* C501→岚山车站
* 岚山2路→车庄村

连云港段
* 步行1 . 3公里到镔鑫特钢赣榆

18→赣榆车站
* 赣榆9→沙河
* 步行过桥至黄川3km
* 东海602间隔30→东海汽车站
* 东海609→吴场

第二天行程

* 6：00沭阳312→协和医院
* 帝景天成 沭阳105→钱集大桥

淮安段
* H23→淮安汽车北站
* 快3路→高铁东站
* 618→汽车东站
* 淮安207十洞

扬州段
* 1 . 8km 泾河→宝应108→九九

广场
* 宝应223→王桥客运站
* 高邮16→高邮高铁枢纽
* 高邮8/30→菱塘客运站
* 扬州33→西部客运枢纽
* K1或88（88晚）→江都客运站

第三天行程

* 江都-泰州（12元）6：25发（间
隔大概1h）→泰州客运西站
泰州段

* 金润广场→泰州901或K8路
→府西人家

* 泰州806→白米 海安界
南通段
300米过老收费站

* 海安319发车7-10点，14-17点
一天一共8班 收费站20发车
→曲园新村

* 海安5/105/112在下车站坐5
和105在对面→海安汽车站

* 海安129→品建
* 如皋335→大润发
* 文化广场→如皋608日发4高

德准确→南通西站
* Y2→体育会展中心西
* 南通888→政务服务中心（海）
* 海门115（2元）30分间隔→临

永汽渡
* 汽渡（10元）
* 海门333/启东339→海永镇政府

第四天行程

上海段
* 南隆专线→南门汽车站
* 南门水陆换乘→申崇三线→

汶水路共和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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