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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游”迎来最年轻
“80 后”船长
之前的船长大多五十多岁，12 月底通过考核后，
田东将接过老船长樊强掌的舵

实习期即到的船长田东。

今年底，重庆“两江游”将正式迎来有史
以来最年轻的“80 后”船长。
田东是个地道的重庆崽儿。他经历了
“两江游”从简陋的轮渡到现代化多功能星
级游船，也亲眼见证了两岸风景更迭。他接
待过柬埔寨国王，更迎接过千千万万对重庆
充满向往的普通游客。
交运明月号观光游轮。 上游新闻记者 邹飞 摄

这个曾经梦想成为船长的青涩小男孩，实
现了童年愿望，即将亲自掌舵，
带着更多人驶进
山城璀璨的夜色当中。

长江边长大，
从小想当船长
田东家住在巴南区长江边，从小看着江上
船只来来往往，悠扬的汽笛声成为点缀男孩梦
境的明月光。趴在窗户上看着江面入神的田
东，萌发了一个心愿：长大后当一名船长，亲自
驾驶一艘大船。
2003 年，田东最开始跑三峡游以及长江观
光。从重庆到上海，这一路上的几十个码头、港
口名字和情况他都能倒背如流。
田东也开过朝天门到洋人街的“交运轮渡
02”。风里来雨里去，田东并不觉得苦，他从水
手做到舵工，到二副，再到大副，2017 年 2 月，
他加入了重庆市客轮有限公司开始跑“两江
游”
。

两江游的知名游船“满江红”
“ 交运明珠”
“交运明月”他都开过。今年 3 月，38 岁的田东
终于成为“交运明月”轮的实习船长。12 月底，
通过考核后，
“交运明月”老船长樊强就将把舵
亲手交到年轻的田东手里。
“两江游”
之前的船长大都是五十多岁。而
这个遇事沉稳、经验丰富、技术能力强的“80
后”
无疑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每晚，
他驾驶的
“交运明月”
从朝天门出发，
沿嘉陵江上行，到洪崖洞掉头，出嘉陵江，沿着
长江上行到储奇门，再掉头往下，进入嘉陵江，
最后回到朝天门码头。在这一个小时里，山城
的旖旎夜景尽收眼底。他可以把时间控制得分
秒不差，
又确保安全平稳。

亲自接回新版
“满江红”
2018 年，
“满江红 2.0 版”诞生，全新打造的
豪华游轮长约 69 米、宽 17 米，三层甲板，钢质
双体结构，采用中式古典风格设计，
充分融入巴
渝山水文化特色。
“田东，你去把新
‘满江红’
接回来！”
接到这
个光荣任务，田东兴奋极了，心里充满了自豪。
他 详 尽 了 解 新 船 后 ，前 往 涪 陵 中 江 船 厂“ 迎
新”。9 月 12 日，他换上一身熨烫整齐的制服，

满心欢喜，就像去迎亲的新郎官。
在绚烂礼花中，崭新的大船缓缓开出厂，
往
重庆方向驶去。一路上，田东一分钟都没有离
开船舵。到了重庆后，
新船开始正式
“上岗”
，除
了来
“打卡”
的游客，老重庆人也特别多，
他们登
上新的“满江红”，兴奋地拍照留念。田东在不
远处微笑着看着他们，
也分享到了这份欣喜。

柬埔寨国王也爱
“两江游”
现在田东日常驾驶的“交运明月”游船是
2017 年重庆都市旅游节暨城际旅游交易会唯
一接待游船，能载客 500 人，装修为现代中式风
格，传统笨重的人力舵已被轻巧的电动液压舵
代替，
操作系统由人工换成了电动，
哨子变成了
对讲机，是“两江游”市场上最高端、大气、时尚
的两江游船之一。
田东自豪地说，
“交运明月号”多次承接过
高端政务接待、新品发布及婚寿宴等个性化定
制产品，
最近还有年轻人在船上举行时尚派对，
在两江如梦如幻的夜景中蹦迪。
2019 年 9 月，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副首
相贡桑奥一行也来坐过他开的船，对重庆两江
夜景赞不绝口。前两天，中欧班列的洽谈会也
在船上举行，
欣赏美景和工作两不误。

两江风光看不腻，想开船到退休
两江四岸的风景，
田东从来就没有看腻过，
近年来，
随着重庆经济高速发展，
两江四岸的景
色越来越璀璨夺目。
在船上的田东，总是从另一个视角欣赏重
庆，他经常发自内心地向外地朋友推介水上游
览重庆的方式。
春节、国庆等传统节日，是田东和船员们最
忙碌，也是最快乐的时候。经常听到来自全国
乃至世界各地的“两江游”游客赞美重庆夜景，
一句
“哇，
好美啊！”
他就会暗暗高兴半天。每逢
上客时，
只要有空，
田东都会站在甲板上迎接客
人，热心介绍重庆的历史文化、美食、景点。这
位年轻帅气的船长也成为了重庆
“两江游”
一道
亮丽风景，经常会有乘客跑过来找他合影。
17 年来，田东以船为家，在船上的时间比
在家都多。而在他眼里，两江游船也好似家庭
成员，
一天不见就会想念。
休息时，田东也会像一名普通游客倚在船
头，
欣赏两岸流动的灯火，
沉醉在瑰丽的山城夜
景中。
“重庆两江游是无可取代的，我想一直开
船开到退休，
慢慢陪着它经历更长的岁月……”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当写手 5 个月就收获 2000 多
“粉丝”
、3 万多点赞

这个出租车司机是怎么做到的
开出租车、微头条写手、练书法，这些看似
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就是 48 岁的哥蒋双平每天
都在做的事。
蒋 双 平 每 天 早 上 6 点 接 班 ，下 午 4 点 交
班。下班后，
微头条的写手是他的
“斜杠”身份。
在网上，
有网友给蒋双平点赞时称，
他改变
了的哥在自己心中的形象。但蒋双平觉得自己
就是个普通人。

得那样人心惶惶、草木皆兵。这就是认知者偏
差造成的。’”
蒋双平每天要接触很多乘客，他觉得理解
别人，就是尊重别人。
“我习惯用这样的文字进
行记录，
让更多的人理解，
这就是社会和谐嘛。
”

享受生活，自己开心就好了

他要做
“斜杠青年”
昨日凌晨 5 点，蒋双平就醒了，洗漱完毕
后，他换上一件黑色外套，再戴了一顶帽子，和
往常一样出了门。
趁着路灯，蒋双平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
轻一些。他啃着包子，右手比划着毛笔的笔
法。当最后一口包子入肚，他的那一笔“捺”也
终在了空中。
1 个小时后，的哥蒋双平准时上线，他穿行
在重庆的大街小巷。
10 小时后，的哥蒋双平又会准时在沙坪公
园正门下线，
开启
“斜杠”
微头条写手的生活。
“网上有斜杠青年这个说法嘛，
我就是斜杠
写手。”蒋双平笑起来很豪迈，他说的斜杠青年
指的是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人
群。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做
‘斜杠青年’
，
不做
‘抬
杠青年’
。
”
“我喜欢看新闻，
之前一直会留言、评论、点
赞。”蒋双平是四川南充人，来重庆打工已 11
年，
从小喜欢看书写字的他，最喜欢的事就是看
新闻，
了解国内外的形势。
“看多了，
就想自己写
一点，
就当记录生活了。”

的哥蒋双平
今年 6 月，蒋双平开始在网上发布记录生
活的文字。从最开始的 1 个、2 个、10 个人关
注，到现在的 2000 多人，3 万多点赞，蒋双平收
获着
“耕耘”
的快乐。

理解别人就是尊敬别人
在蒋双平的微头条里，他的故事不止局限
于自己和乘客，或是同行之间的趣事。偶尔也
会兼职当一次美食博主，或是写几幅毛笔字闲
情逸趣一番。
因为文字风格很接地气，所以网友们纷纷
给他点赞。
“我觉得你的文字水平比一般本科生高

蒋双平的书法作品

太 多 了 ，是 不 是 高 中 语 文 老 师 去 体 验 生 活
的？”
“ 你是开出租车体验生活吧。”
“ 你真的是
的哥？我觉得你是媒体记者……”在蒋双平
微头条的留言里，很多网友表达了自己的困
惑。
“我真的是一名专业的哥，
只是平时喜欢看
时事新闻，所以聊的东西也多了。
”
前不久，
蒋双
平载着一位自称是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的乘
客到机场，他就把两个人的聊天过程分享在了
网上。
“我就写道，
‘我问她，这次已经过去的新
冠肺炎对她生活及收入影响大吗？她说从她自
己、一个普通市民的角度来说影响不大，
只是不
能下楼，几十天在家里呆着。不像外面的人说

蒋双平每工作 40 天就要休息 7 天，他会趁
着这个时间回老家看孩子。
“孩子现在正在上初
一，
叛逆期不好管。他知道我写这些东西，
不过
孩子不喜欢看。”
闲来无事，蒋双平也会写一些毛笔字。他
说，
就是生活要苦中有乐。
“我写字，
就是爱好。我的粉丝开始时以同
事和朋友为主，现在以网友为主了。”蒋双平觉
得，
自己喜欢的事，
即便是不赚钱也会继续做下
去。
“平台给我的收益，也就够一顿早餐钱。享
受生活，
自己开心就好了。
”
对于未来，蒋双平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就是粉丝量能达到 4000-5000 个。
至于还会写什么类型的文字？
蒋双平没太多的计划，他坦言还是会写随
心所欲的事，记录生活中的各种美好。
“我前一
阵写了吃饭的故事，把‘老孙的士快餐’为何让
那么多的哥的姐争相品尝写了出来。感觉还挺
不错，之后还会尝试。我希望我的文字是享受
生活，因为享受生活，才是生活的艺术家，你才
会感受到生活赐予你的美丽，才能更用心地感
受到身边的人带给你的快乐，才能感受到身边
事情带给你的成功。”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曲鸿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