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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鄉 驗記體體

【本報記者曾春花廣州十八日電】26歲的Benny
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不過每年春節過後，他都會
陪母親回廣東佛山探親戚。每次回廣東，Benny都會
選擇由羅湖過關，在羅湖火車站搭乘廣深和諧號列
車到廣州東站，再直接坐地鐵就可以到佛山，基本
都能實現早上出發，中午和親戚一起吃團圓飯。
Benny覺得這種方式挺好，既快捷又方便，費用也可
以接受。

張先生的哥哥住在廣州，每年年前他都要帶着
父母回廣州一家人團聚。由於父親年事已高，張先
生選擇不用轉車的穗港直通巴士，由香港搭到廣州
後，乘的士就可以到家，雖然時間長了點，但是省
去了轉車的辛苦。

隨着粵港兩地的經濟發展，連接兩地的交通越
來越方便，港人到廣東可以選擇的線路也越來越多
。目前，主要有火車、大巴、飛機、客輪及自駕車

等方式，可謂是海陸空皆通。
如果選擇搭火車，可以由香港直接搭廣九直通

車直到廣州，全程兩個鐘，非常快速，但路費較高
，需要港幣190元。也可坐港鐵經羅湖口岸中轉，搭
乘廣深和諧號，途徑東莞，1個鐘頭即可到廣州東站
，到達後可直接換乘地鐵，要前往粵東、粵西等方
向的乘客可以步行至東站客運站搭乘大巴。廣深港
高鐵廣深段的開通也為港人回粵提供了多一個選擇
，深圳到廣州不用40分鐘，但由羅湖過關後，要轉
車至深圳北火車站登車，到廣州南站後，仍要搭乘
50分鐘地鐵才能到達市區。

從羅湖過關後，還可以到羅湖客運站轉乘通往
廣東各市的大巴。不喜歡轉車的朋友可以像張先生
那樣搭乘穗港直通巴士，價錢比較優惠，但用時要
3.5個小時。目前省港通、港中旅、中港通、環島大
路通都開通有班車，香港上車地點有銅鑼灣維景酒

店、灣仔中旅社、旺角奶路臣街、油麻地碧街等地
，到廣州下車地點有暨南大學、海珠廣場華夏酒店
、東方賓館、錦漢展覽中心車站等。

海天客運碼頭、尖沙咀中港城碼頭均設有通往
廣州、珠海、中山、東莞等地的客輪。此外，香港
機場開有飛往廣州白雲機場的航班。

蛇口增開往返港澳航班
另據中通社消息：深圳蛇口邊檢站 18 日向媒體

透露，1 月 20 日至 28 日期間，深圳蛇口碼頭擬在原
有航班的基礎上，增開36班往返於蛇口到香港國際
機場和澳門的航班。

這36個航班中，30個航班由蛇口開往香港國際
機場；另外6個航班由蛇口往返澳門。其中年初一至
初三增加的航班多達19班。

港人回粵過年 快捷又方便

「你汽車上的空座位，可能就是他或她回家的
希望。」品牌中國產業聯盟秘書長王永和四位媒體
人士在新浪微博上發起 「春節回家順風車」活動。

新華社報道，在春運這個 「全球最大規模人口
遷徙」中，愛心順風車將載着一票難求的游子踏上
歸鄉路。

民間互助 志願關愛
活動倡議準備開車回家過年的車主，通過活動

專門設立的微博發布空位消息和行程計劃，搭載同
路人共同返鄉。

有着13年免費順風車駕齡的王永說，在春運總
體運力不足的大背景下，無論是鐵道部還是交通部

，都已全力以赴，民間力量則是一個有益補充。這
一方式可以充分調動社會閒置運力，提高運輸效率
，並通過互助給人們帶來溫暖。

為保障車主和搭乘者的安全，活動不僅提供了
由律師事務所起草的搭乘協議供免費下載，還有一
家保險公司提供了 2012 份 「志願者關愛計劃」意外
保險。保險涵蓋意外傷害事故、傷殘保障、意外傷
害醫療以及交通工具意外保障，全部保險由活動組
織方確認送出。

微博發動 反應熱烈
據春節回家順風車活動新聞發言人馬曉晨介紹

， 「春節回家順風車」活動一經微博發出，就迅速
得到眾多網友的響應和支持。由於活動在微博上發
起，因此難以對參與人數做出精確統計，但活動主
題微博上顯示，截至1月17日，已有大約4000人參
與，600餘人下載了協議。

「這事以前不容易做，如今有法律保障與保險
支持好多了。這不是簡單的搭便車，還讓我們看到
了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和善意。」活動共同發起
人趙普在微博中寫道。

數據顯示，在2012年為期40天的春運中，中國
將累計有31.58億人次乘坐各種交通工具出行，這是
中國歷年春運中出行人數首次突破30億人次。其中
乘坐鐵路出行的將達2.35億人次，同比增長6.1%。

從 1999 年開始，王永已經用自己的私家車在北
京街頭搭載超過一萬個陌生人，其中絕大多數是他
路過公交站台或者從馬路邊請上車的同路人。13 年
中，王永換了三輛車，不變的是向陌生人 「招手」
的熱情和堅持。

「一個我們看來微小的幫助，卻可能為別人帶
來巨大的喜悅和溫暖。春節回家順風車就是這種能
給人溫暖的援手。」王永說。

回家順風車回家順風車
溫情歸鄉路溫情歸鄉路
【本報訊】7年，8000個陌生人。北

京的一輛奔馳轎車或許可以問鼎世界上搭
載乘客數量最多的私家車。中國2012年春
節裡，這輛車和它的主人將開始一個充滿
溫情的新故事：春節回家順風車。 龍年已近，廣東肇慶市封開縣境內收費站，再次成了10

萬回鄉 「鐵騎」通向大西南出粵的要塞。
當地公路部門專門為這些回鄉過年的摩托車開闢綠色通

道，原本四條通道臨時改為剩下一條汽車道，三條成了在粵
務工回鄉過年的摩托車綠色通道。在該縣收費站，進出通道
的 「鐵騎」源源不斷，場景蔚為壯觀。

封開縣交警高警官表示，這幾天是在粵務工人員返鄉的
高峰期，每天途經當地向廣西、貴州、四川和雲南的摩托車
流都數以萬計。警方不敢怠慢，交警的任務就是引導他們休
息、喝口薑湯、檢查一下摩托車，最後用警車開道平安送他
們出境。

高警官說，如此龐大的車流，如果遇上風雨天，執勤警
察都會捏把汗。據他介紹，讓 「鐵騎」平安出境是從 2003
年開始的，目的就是為了他們的安全，沒想到一年前經媒體
報道，成了全廣東的大事。

劉先生是在廣東中山務工的貴州人，他告訴記者，自己
也不想騎車回家，但買不到車票，只能如此。劉先生稱，騎
車進入肇慶是最安全的，有吃有喝，免費打電話、免費檢修
摩托車，還有警察開道。

數據顯示，大西南諸省有超過 10 萬在珠三角核心地區
的務工人員，肇慶地處珠三角核心地區和大西南的交通要道
，每年騎摩托車經肇慶往返過境達 20 萬人次之多。為此，
當地官方組織了春運 「暖流行動」，服務返鄉的農民工。

今年 「春運」啟動後，肇慶官方隨即組織了包括警察、
公路、交通、總工會、共青團、婦聯、醫療、志願者等全社
會參與的 「暖流行動」，免費提供醫療、修理、通訊等服務
，並配備薑湯、電熱爐供暖等。

封開志願者向記者表示，當天六點起床，八點前趕到臨
時接待站，幫手洗薑煮糖水，希望自己煮的薑糖水能讓騎車
的人暖暖身。

肇慶市公路部門稱，到2月16日春運結束，對途徑該市
境內的國道收費站摩托車實行免費放行，減免費用超過200
萬元人民幣。 中新社

十萬「鐵騎」過肇慶
「暖流行動」伴身邊

今天離中國傳統春節不到一周，
返鄉的學生流、民工流與探親流一道
，正匯聚成春運客流的最高峰。本報
記者也於此時投身返鄉大軍，與 「忙
春運」親密接觸了一回，卻發覺形勢
並不如預料中那麼緊張，從北京站到
瀋陽客運站，旅程出奇順利。

由於今年首次全面採行實名制，
北京站更要求實名制驗證、驗票進站
，北京鐵路局提示乘客提前 40 分鐘
至 6 個小時到火車站。記者搭乘的
K53於晚上10點25分發車，剛過9點
就來到了北京站，只見 10 餘個窗口
代替了往年聚在進站口的兩個擁擠大
長隊，每個窗口排的隊都大致能數清
人數。

現場所見，不少藍衣橙帽的志願
者幫助疏導和指引旅客。記者排隊過
不了多久已排到了窗口前面，工作人
員把二代身份證和車票往機器上一刷
，沒5秒鐘就搞定了。進站一看，十
幾個鐵警排成四排正用手持安檢儀對
每位經過的旅客進行安檢，沒有一分
鐘記者已經跨過從前要等上十幾分鐘
的安檢大關進到站內。抬表一看，從
等待實名制驗證驗票到進站，只花了
7 至 8 分鐘的時間，倒比往年用時還

少。
之後的檢票上車過程也比較順利，但由於沒訂到

回家鄉的直達票，記者還要在瀋陽倒一次大巴。今年
客運公司也開始推行網絡售票和電話訂票，大客車的
票得在瀋陽才能取到。沒拿到票心總是懸着，火車還
沒到站記者就拖着行李往車廂門口走，倒碰見不少一
樣 「歸心似箭」的旅客在等着早早下車，一時間通道
為之一堵。出了瀋陽北站記者直奔長途汽車客運站，
由於擔心售票窗口人太多，進了客運站就左右張望自
助取票終端，沒找着，倒先發現了電話訂票取票窗口
，拿到票抬表再看，從火車到站到取到客車票，總共
不到半個小時。加上火車沒有晚點，記者提前出行的
1個半小時算是 「浪費」了！ 【本報北京十八日電】

【本報記者曾春花廣州十八日電】隨着政務微博
的流行，微博開始在春運中也一展身手。作為每年春
運的主戰場，廣鐵集團今年通過官方微博每天發布權
威資訊微博200多條，並將鐵路一線生產狀況展現在
網友面前，拉近了鐵路部門與旅客的距離。

廣鐵集團在人民、新華、新浪和騰訊網分別註冊
了 「廣州鐵路」官方微博，其中騰訊、新浪網兩個同
名微博 「粉絲」近160萬。同步上線的春運現場 「微
直播」、春運幫手 「微幫您」、春運資訊 「微發布」
、春運一線 「微故事」和春運感受 「微體驗」、春運
出行 「微服務」六大板塊，為廣大旅客第一時間發布
餘票、列車晚點、運力調整、失物招領等信息，及時
回覆旅客疑問，進一步方便旅客出行。

在深圳打工的湖北女孩盧凡，是廣鐵官方微博
「微幫您」的受益者之一。1月9日2時43分，一位

名叫 「牧馬人」的網友稱拾到1月17日G1054火車票
一張， 「廣州鐵路」騰訊、新浪官方微博同時轉發，
進一步擴散尋找失主範圍。10日晚上9：30分，歷經

數萬名熱心網友的轉發後，盧凡終於順利地從好心人
陳小姐手中領回了丟失的火車票。 「盧凡」還一度成
為2012年春運網絡熱詞。

據統計，1月8日至17日，廣鐵集團官方微博共
發布 「微幫您」失物招領 「圍脖」300餘條，涉及到
筆記本電腦、手機、身份證、駕駛證、銀行卡和各類
日常用品，有 38 名失主順利通過微博找回了丟失物
品。

日前，在 「廣州鐵路」新浪微博上，一段與旅客
的互動十分親密有趣，顯示了微博在拉近服務機構與
市民之間所發揮的作用。網友 「alomlcer」在網上問
： 「廣東、湖南、海南三省內的往返車票都可以在廣
州取嗎？謝謝。」 「廣州鐵路」幽默回覆道： 「親，
你忒聰明，只要廣鐵管內車站都可以的。」 「喲，淘
寶體呢，網購車票可以包郵不！」

「一個小小的窗口，拉近了鐵路部門與旅客的距
離。」華南理工大學學生黃翠敏今年通過參與廣鐵公
開招聘成為鐵路春運工作監督員後，如是感嘆。

微博資訊助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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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曾春花廣州十八日電】廣鐵集團歷來是全國
鐵路春運的重點，記者了解到，今年春運，廣鐵因武廣、廣
深港、廣珠、東環四條高鐵加盟，發送旅客將達3200萬。截
至1月18日，四條高鐵春運運客達236萬，約佔廣鐵發送總
數的24%，高鐵已經成為廣鐵春運生力軍。

廣鐵集團介紹，去年12月26日運營滿兩年的武廣高鐵
進入春運以來，客流一直居高不下，1月8日至18日，11日
內已發送旅客逾128萬人次，日均高達11.6萬人次，北上列
車已無票可買。由於武廣高鐵的分流效應，廣鐵得以在被喻
為 「瓶頸」的京廣南段增開貨車，有力保障了電煤、油料及
節日重點物資運輸。

剛於去年12月26日開通的廣深港高鐵廣深段，首次投
入春運即受到旅客熱捧，截至1月18日，廣深港高鐵廣深段
春運發送旅客25.8萬人次，日均2.3萬人次。目前，深圳北
站始發列車趟趟爆滿，其中約80%的旅客都要到廣州南站換
乘武廣高鐵北上。

鐵路分析人士認為，當前鐵路運能遠遠無法滿足廣大旅
客的出行需求，高鐵的誕生正是承擔了這一使命，從目前來
看，高鐵的發展正一步步破解鐵路運能 「瓶頸」。從廣鐵情
況來看，武廣高鐵、廣深港高鐵廣深段、廣珠城際、海南東
環高鐵4條高鐵里程僅為1700公里，都還以線為主，尚未完
全融入高鐵網絡運輸，已佔總運量2到3成，將來還有很大
的運輸潛力和空間。

高鐵成春運生力軍

▲秦宇航（前中）和姐姐秦宇婷（左一）、秦宇（右
一）在父親秦朋的陪同下從安徽亳州趕往上海與打工
的母親團聚。

春運期間，在每天開往全國各地的列車中，有一些從民
工輸出地發往沿海用工地的春運旅客列車。一些小乘客利用
寒假假期，在長輩們的陪同下搭乘火車趕往在外打工而無法
回家過年的父母身邊，在異鄉感受團聚的溫馨 新華社

不一樣的春運

東莞鳳崗鎮政府出資主辦的 「2012溫暖回家路
──關注新莞人春節返鄉大型公益暖流行動」
近日啟動，1000餘名在東莞打工的旅客將免費
乘坐政府安排的 「愛心大巴」 或 「愛心專列」
返鄉 新華社

17日，廣東肇慶交警牽頭策劃組織了 「暖流行動」 ，
為摩托車返鄉大軍提供沿途服務 中新社

◀ 17日，因為值乘
春運不能回家過年
的22名 「90後」 列
車員，在江西南昌
和他們的列車長一
起過節。據了解，
他們大都來自新疆
、陝西、四川等離
江西較遠的省份，
因為家離得遠，而
且春節當天還有值
乘任務，這些年輕
人都不能回家過年
。圖為幾名年輕的
列車員湊在一起欣
賞剛剛發在微博上
的照片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