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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2日袁 一年一度的春运
再次启动袁 无数民众将通过铁路
运输踏上回家的旅程遥 围绕平安尧
有序尧温馨春运工作目标袁铁路方
面采取了加开班次袁增加智能设备
使用等措施袁着力提升民众出行体
验遥但要真正建立温馨舒适的出行
环境袁还需广大民众共同配合遥

文明出行袁 让回家之路更加
温馨遥再先进的运输车辆袁再智能
的服务设备袁 若没有民众文明出
行的配合袁 都无法百分之百发挥
自己的作用遥 温暖舒适的候车大
厅袁智能整洁的复兴号厢车袁无不
是为了给民众营造温馨的出行环
境遥在此基础上袁倘若民众能够坚
持进出站有序排队袁 自觉保持车
厢整洁袁 无疑将让整个出行环境
更加和谐温馨遥

文明出行袁 让回家之路更加
快捷遥 普速铁路多年来的不断提
速袁高速铁路多年来的不断延伸袁

都让民众出行用时越来越短遥 但
不文明行为的发生却在不断拖着
我国铁路提速的后腿遥 例如以往
在动车内吸烟尧强行扒阻车门尧擅
自翻越铁路封闭网等不文明行
为袁 便严重影响了民众的出行效
率遥这些行为的发生袁都会造成不
同程度的时间成本遥 如果这些不
文明行为能够得到有效制止袁那
么这些额外的时间成本便可节省
下来遥 以复兴号 350公里时速计
算袁每分钟可跑出 5.8公里袁所以
说袁 民众文明出行节省的每一分
钟袁都将让回家之路更加快捷遥

文明出行袁 是对服务者最好
的回馈遥春运期间袁大批铁路职工
坚守岗位袁 保证着每天数以百万
计民众的出行袁 他们的坚守与付
出应当得到我们的尊重遥 作为被
服务对象的我们袁 应在进出站及
上下车时有序排队袁 减少因人为
拥挤为而造成他们不断的提示遥

乘车过程中应自觉保持车厢整
洁袁不乱扔垃圾袁降低他们的劳动
强度遥 这既是文明出行的应有之
义袁也是对劳动者最好的回馈遥

莫因不文明行为袁 将自己排
除在便捷出行之外遥 不文明行为
在扰乱铁路正常运输秩序袁 拖慢
民众出行效率的同时袁 依据造成
后果的不同袁 肇事者也将受到不
同程度的惩罚遥 2017年 1月中国
铁路总公司发布的 叶铁路旅客信
用记录管理办法渊试行冤曳袁对乘坐
火车出行期间的失信行为做出了
明确的惩罚规定遥以往出现的恶意
逃票尧 在动车上吸烟等不文明行
为袁将被限制乘坐火车遥 随着后期
社会征信系统的共享袁这部分人在
乘坐汽车尧 民航方面也将处处受
限遥 这也就意味着袁那些长期不文
明出行的个人袁 将与现代化的快
捷出行方式渐行渐远遥

曹朋飞

古代春节袁 游子回家不
易袁 那让我们再看看近现代
名家笔下的野春运冶遥 在他们
的记忆中袁野春运冶 又是怎样
的一番光景呢钥

梁实秋院买票难
没有当代多样化的购票

途径袁 民国时期想要买到一
张火车票只能在窗口排队袁
虽然当时人流量相对不大袁
但是车次也不多袁 因此想买
到一张票着实不易遥 梁实秋
曾这样形容买票的困难情
况院野买票的时候袁 气力稍微
虚弱一点的人袁 就有性命之
虞遥 冶

李同愈尧程瞻庐院火车挤
即使买了票尧上了车袁恰

恰是旅途的开始袁临近年关袁
车上依然是人山人海尧 拥挤
不堪遥 作家李同愈的小说叶平
浦列车曳 中就描写了当时的
野盛况冶院

野离过年还有一礼拜袁一
趟从北平开来的列车刚刚驶
入天津车站袁还没停稳袁月台
上的乘客就像蚂蚁般一拥而

上袁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遥 从来没见
过这样挤法袁连针插不进一支了遥 第一批挤上去
的是精壮的年轻汉子袁他们的身体像一堆货物袁
塞在车厢的走道间袁彼此直着脖子站着遥 第二批
挤上去的就只好站在靠门口的地方袁 把车门都
撑住了袁没有法子关闭遥 其余的呢袁就只好挤在
车厢外的站台了遥 冶

同时期的程瞻庐在文章中的描述更加令人
为他捏一把冷汗院

野因为拥挤的缘故袁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袁
使一个金鸡独立势袁提起左脚袁把袜带搭好了袁
然后踏下袁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曰原来我左
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遥 踏在那儿袁是人家的
脚背曰踏在这儿袁又是人家的脚背遥 冶

冰心院耗时长
1929年 12月 14日袁农历十一月十四袁离春

节还有一个多月袁冰心准备从北京回上海过年遥
从北京到上海袁 路程不能算远袁 问题是在

1929年冬天袁由于战争频发袁从北京去上海所必
经的津浦铁路暂时被军队占用袁 旅客们必须要
走海路院先乘火车到天津袁再从天津走海路到浦
东袁然后再搭乘轮渡过黄浦江袁然后再乘坐无轨
电车去上海市区噎噎

冰心在 12月 18 日下午 4:50坐上火车袁到
了晚上 7:00才到天津袁出了天津站袁冰心乘坐公
交车去饭店休息袁等着第二天上船遥

12月 19日下午 2:30袁冰心在天津登上野顺
天冶号轮船袁但是直到当天夜里袁这艘船才驶向
上海遥 船上的乘客确实很多袁每一个船舱都挤满
了人袁而且许多乘客还带着孩子袁吵骂声尧喧闹
声吵得冰心根本难以休息遥

12月 22日下午 6:00袁轮船终于停靠在上海
浦东袁这一路上整整用去 68个小时遥 如果再算
上冰心在天津等船的时间和在北京等候船票的
时间袁从北京回一趟上海居然花了八九天时间遥

沈从文院风险多
1934年 1月初袁离春节还有十多天袁沈从文

因为母亲的病袁选择回家遥 那是他到北京之后第
一次回湘西遥 一路上袁他从北京出发袁坐火车尧汽
车尧乘轮船尧坐轿子袁把近代古代的交通工具都
用了个遍袁花了近半个月才到家遥 在这几千里的
回乡之路中袁沈从文给妻子写了很多信袁讲述了
沿途的所见所闻袁这些信件便是 1992年出版的
叶湘行书简曳遥 他在信中说院野除了路途遥远袁一路
上也是风险颇多噎噎我抱着你同四丫头的相
片袁若果浪把我卷去袁我也得有个伴浴 冶

今年春运袁 我国铁路预计发
送旅客突破 4亿人次袁 日均发送
1000万人次以上遥 作为民众出行
的重要方式袁 高铁在春运期间也
面临着重大考验遥

春运首日袁 记者到中国铁路
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渊简称广铁
集团冤 采访时发现袁 由于高铁的
野主力担当冶袁 我国春运效率大大
提升遥 广州尧广州南尧广州东尧深
圳尧 深圳北等全国春运大站虽然
人头攒动袁但运转秩序井然遥

据介绍袁今年春运袁广铁客流
再上台阶袁预计发送旅客 5930万
人次袁 同比增加 492.6万人次袁增
长 9.1豫遥 随着今年新开通的江湛
铁路尧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尧怀衡铁
路首次投入春运袁粤西通道尧香港

往来内地通道尧 湘西南铁路网得
到进一步扩充袁使得管内时速 200
公里及以上铁路里程达 3890 公
里遥 得益于此袁广铁今年春运开行
的列车对数达历年峰值袁 每天有
1000多对列车极速运输旅客袁将
较大提升春运速度遥

与此同时袁铁路多元售票体系
建设尧 站车组织科学化袁 以及互联
网尧机器人尧视频识别等高新技术运
用袁正悄然改变着春运组织模式袁使
得春运组织更高效袁服务更贴心遥

在南方最大的高 铁枢纽
站要要要广州南站袁手持平板电脑尧
脚踩平衡车的值班站长王娟科技
野范儿冶十足遥 王娟以前在广州站
上班袁见证了高铁的效率之变遥 使
用上高科技装备袁 让她服务旅客

更为从容遥 在她看来袁高铁的快速
普及袁给春运带来了巨大变化遥 广
州南站春运启动后每天旅客发送
量超过 30万人次袁停靠列车数高
达 800列袁均居全国之首遥

今年春运袁广铁集团管内各大
火车站还实行野人脸识别冶实名制
验票进站尧野刷手机冶野刷身份证冶
野刷支付宝冶乘车袁以科技产品代替
人工查验袁 大大缩短旅客排队验
票尧进站乘车时间遥

野春运是一场速度革命遥铁路的
担当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安全运送
更多的旅客遥 随着多条高铁新线
的开通袁 乘坐高铁的旅客越来越
多袁 铁路驾驭春运的能力也越来
越强遥 冶广铁集团客运部主任陈晓
梅说遥 庞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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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铁集团多条高铁新线投入使用袁管理服务科技含量十足要要要

今年春运更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