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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部今日公布，京廣高鐵北京至鄭州段已完成開通
運營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將於2012年12月26日正式開通
運營，並與此前已經開通運營的鄭州至武漢段、武漢至廣
州段連接，實現世界上運營里程最長的北京至廣州高速鐵
路全線貫通，使全國高速鐵路網初具規模。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十四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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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廣高鐵是 「四縱四橫」快速鐵路網主骨架的重要一縱，北起北京，
經石家莊、鄭州、武漢、長沙，南至廣州，全長2298公里，設計速度350
公里／小時，初期運營速度 300 公里／小時。全線經過的 28 個城市，縱
貫環渤海經濟圈、中原經濟區、武漢都市圈、長株潭城市和珠三角城市
群。

安排開行155對列車
北京至廣州間最快高鐵列車運行時間可在8小時以內，較目前既有京

廣鐵路最快普速客車壓縮12小時30分左右。廣鐵集團透露，京廣高鐵全
線貫通後，將安排開行動車組列車 155 對，其中本線列車 97 對、跨線列
車58對。

北京至鄭州段是京廣高鐵的重要組成部分，運營里程693公里，沿途
設北京西、鄭州東等14個車站。算上鄭武高鐵以及武廣高鐵，京廣高鐵
全程共35站。

京廣高鐵全線貫通後，將安排開行動車組列車155對，其中本線列車
97對、跨線列車58對。根據旅客出行規律，鐵路部門編制了日常、周末
和高峰期等運行圖，以適應不同時期旅客乘車需求。日常為周一至周四，
周末為周五至周日，高峰期為春暑運、黃金周、小長假期間。

年貨運能力增2千萬噸
京廣高鐵全線貫通後，鐵道部將統籌安排京廣高鐵和既有京廣鐵路的

運輸能力，既有京廣鐵路將保留客車183對，旅客會有更多的選擇餘地。
初步測算，京廣高鐵開通後，既有京廣鐵路豐台西至武漢北間每年可增加
貨運能力2000萬噸左右。

鐵道部方面表示，京廣高鐵全線貫通，標誌着我國高速鐵路建設取得
新的重大進展，對於縮短沿線城市間時空距離，方便人民群眾出行，緩解
京廣鐵路通道運輸能力緊張局面特別是春運壓力，加強東中西部人員、物
資、信息交流，促進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鐵道部科學技術司司長周黎今日在接受新華網採訪時表示，京廣高鐵
沿線城市密集、人口眾多、經濟發達、交流頻繁。全線貫通後，既有線貨
運能力有較大提升，貨運收入會有新增長。同時，大大縮短沿線主要城市
間時空距離，可有效推動相鄰城市的 「同城化」，加快沿線城鎮化、工業
化、信息化進程。

開啟京港旅遊新模式
北京市旅遊發展委員會市場部負責人今日向本報記者表示，京廣高鐵

未來還會連通香港將延伸形成 「京港澳高鐵線」。京廣高鐵沿線城市的旅
遊部門將於12月23日成立 「京港澳旅遊市場開發聯盟」，就京廣高鐵開
通後的應對措施、沿線旅遊市場的開發合作等內容進行討論。目前具體細
節還在協商之中，屆時將在新聞發布會上對外公布。

中國旅行社總社港澳台部經理肖紅對本報記者表示，根據以往經驗
，京廣高鐵在連通香港之後，乘火車往返京港之間會成為一種新的旅行
時尚。

南航有關負責人坦言，南北貫通的高鐵格局形成將加速侵蝕航空市場
，在目前南航逾160條國內航線中，近四分之一正與高鐵直接競爭。為應
對京廣高鐵分流，汲取當年武廣高鐵引爆的空鐵 「惡戰」經驗，多家大型
航空公司在對航空產品重新設計的同時，也積極尋求與高鐵合作，力求將
多年來空談的 「空鐵聯運」付之實踐。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十四日電】
京廣高鐵即將開通，屆時將拉動沿線各
地經濟發展，重塑旅遊格局，廣東各大
旅行社紛紛搶佔先機，推出京廣高鐵遊
產品。

由於目前正處於傳統旅遊淡季，廣
州─北京的機票往返票價僅需1000元左
右，而按照目前武廣高鐵以及相關聯動
高鐵的票價計算，廣州至北京的高鐵普
通票價預計在1000元（單程）左右，北京
5天高鐵遊產品價格則在2600元左右。

廣之旅國內遊總部總經理文爽表示
，雖然京廣高鐵開通的時間是旅遊淡季
，與飛機團相比優勢並不突出，但在暑
假、 「十一」、春節等出遊旺季，京廣
高鐵的開通對旅遊的利好拉動絕對不容

小覷，預計將為明年春節黃金周北京遊
帶來兩三成的增長。

國旅廣東公司國內遊總經理李菁慧
也認為，京廣高鐵將有效緩解兩地客運
能力緊張的局面，尤其是旅遊旺季和重
大節假日期間作用更為明顯。京廣高鐵
將為北京及周邊城市帶來更多元化的旅
遊資源搭配，目前廣之旅已推出預售價
為2899元的 「河北天桂山龍興寺地道戰
高鐵 4 天純玩」線路，行程將乘京廣高
鐵往返石家莊，遊覽天桂山，紅色革命
中地道戰遺址，安排前往西漢南越王趙
佗及趙子龍的故鄉——正定，探尋「六絕
文物」藏寶地龍興寺，紅樓夢中的榮國府
、天下第一橋——趙州橋等，讓遊客感
受更全面的燕趙之旅。

粵旅社推沿線自由行

「高鐵安全正點、舒適高速，這是目前國內
其他交通工具所無法具備的。」廣東省長期從事
高鐵經濟研究學者遲少麗說。

從目前運營的京廣高鐵南段武廣和廣深兩條
高鐵來看，客流需求十分旺盛。據廣鐵集團統計
，武廣高鐵開通近 3 年已安全運客 7000 多萬人
，日均9萬多人，是歐洲最有代表性的 「歐洲之
星」日均運量4倍。而廣深高鐵開通近1年來已
安全運客700多萬人，少了以往新線客流培育期
，一開通即受到旅客熱捧。

受高鐵帶動，近兩年客流中增幅最為明顯的
主要有3類人群。一是旅遊一族。武廣高鐵的開
通使過去的跨省長線遊變成了兩日往返甚至當天
往返的短線遊，高鐵沿線旅遊呈現出 「井噴」效
應。據廣鐵數據，武廣高鐵開通後，珠三角到武
漢、長沙的遊客比開通前一年保持了20%以上的
年增幅；而廣深高鐵通車後，深莞地區北上湘鄂
旅遊乘客也明顯增加。

其次是 「鐘擺」一族。 「工作在廣州，居住
在韶關」、 「工作在廣州，度假在清遠」、 「工
作在株洲，安家在長沙」、 「創業在珠三角、置
業在湘中南」的營銷口號在高鐵沿線隨處可見。
粵港大企紛紛北上，在武廣高鐵沿線城市落棋布
子，工作在廣州、株洲等工業城市，居住在清遠
、長沙等宜居城市成為可能，更成為一種時尚。

廣東省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李陽春認為，
「高鐵為各地人員往來提供了安全、舒適、便捷

通道，理所當然會受到旅客歡迎。」而隨着近年
收入穩定增加，務工一族也成為高鐵常客。過去
絕大多數在珠三角務工的外來工每年只回鄉1到

2次，高鐵開通後，由於當天可以往返，許多人回鄉的次數大
大增加，使武廣高鐵成為了一條 「親情」大通道。

「京廣高鐵也將上演上述這些現象。」廣鐵指出，京廣高
鐵貫通將京冀豫鄂湘粵六省市串「珠」成「鏈」，並跟東中西部其
他已建成通車的高鐵區段連接，促使高速鐵路網初具規模，大
大縮短了人們時空和心理和親情距離。【本報廣州十四日電】

京廣高鐵26日全線運營
全程35站 串連28市 世界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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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楊家軍鄭州十四日電】14 日早晨，一男子
持刀在河南信陽市光山縣文殊鄉陳棚村完全小學門口砍傷學
生 22 人，群眾 1 人。目前，受傷學生均無生命危險。疑犯
閔應軍（男，36 歲，文殊鄉鄒棚村桃元組人）已被警方控
制。

信陽市光山網發布消息稱，14 日早上 7 時 40 分，文殊
鄉派出所接到報案稱：一男子持刀在陳棚村完全小學門口砍
傷學生。文殊鄉民警趕往現場，在村幹部的協助下，迅速將
疑犯閔應軍控制。

受傷的22名學生和一名群眾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光
山縣領導趕赴現場指揮調查，組織全力救治傷員，目前，受
傷學生均無生命危險。

中新社消息稱，犯罪嫌疑人疑有精神病。

砍傷豫22學生疑犯落網

14 日上午
8 時 55 分，莫
言一行所乘的
班機降落北京

首都國際機場，北京的雪已經靜謐下
了一夜，整座城市銀裝素裹。

莫言和夫人杜勤蘭、女兒管笑笑
等一出現在貴賓通道，立馬陷入記者
的包圍，眾星捧月般走進休息室。

現場等候已久的記者要求莫言展
示諾貝爾獲獎證書，莫言說， 「都在
行李箱呢，沒拿出來」。

「坐在北京的房子裡照樣可以回
（高密東北鄉），人不回，心回去就
行。」莫言告訴中新社記者，依舊想
回自己在文學作品中構建的文化王國
高密 「東北鄉」。

莫言說，諾貝爾獎對作家來說往
往是一個 「死亡之吻」，很難再出好
的作品。很多作家一旦獲獎，就陷入
繁瑣事務中去，影響寫作。我盡量避
免這種結局。作家最重要的不是開會
和接受記者採訪，而是寫作。

諾獎之旅「非常圓滿」
「天天像趕場一樣」，談到近 10

天的諾獎之旅，莫言用 「非常圓滿」
來概括。他說，在瑞典，強烈感受到
世界各國人民對文學、對中國作家的
熱情， 「滿載友誼和熱情而歸」。

「我還沒到斯德哥爾摩，就在視
頻上看到一些留學生，在那邊 『快閃
』，穿着民族服裝，高唱中國歌曲，
做了一些很喜慶、活潑的活動。」莫
言對瑞典的 「中國Style」很「買帳」。

他一直微笑着面對記者，坦言這
次領獎 「很輕鬆」，指了指身邊安靜
站立的夫人說， 「阿姨更輕鬆，她馬
上就可以回到家抱外孫女了。」

整個提問中，莫言依舊保持 「莫
氏風格」，幽默風趣，同時謙虛低調
，直言自己「永遠不敢稱大師」。他說
，大師有它內在的含義，誰叫我大師
，我覺得暗含着一種諷刺的意味，
「因為我覺得自己做得遠遠不夠好」。

未來幾天「四處趕場」
對於接下來的創作計劃，莫言

說，自己風塵僕僕，調整一段時間
再說。

「瑞雪兆豐年，明年有個好收成
。」他用俗語寄言高密的鄉親們，並
連稱， 「鄉親們比我聰明多了」。

記者們將莫言夫人與女兒送上中
巴，過程中，她們一直對記者表示感
謝，連稱 「辛苦辛苦」。杜勤蘭告訴
記者，莫言的演講 「發揮非常好」，
自己 「很開心」。管笑笑身穿普通的
紅色羽絨服，邊走邊告訴記者，接下
來三四天的行程很緊，要跟着父親

「四處趕場」。
短暫的採訪過後，莫言一家在 9

時35 分左右乘坐中巴車離開機場。中
國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等一行親到

機場迎接。
現場，來自莫言家鄉山東的一位

記者說，莫言領獎歸來，說話 「很實
在，接地氣」。 （中新社）

領獎歸來謙稱永遠不敢稱大師

▲14日上午，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中）參加完頒獎典禮後乘飛機
返回北京，在北京首都機場受到熱烈歡迎 中新社

▲13日至15日，中國中東部地區將有大範圍雨雪
天氣過程。西北地區東部、華北、黃淮北部、東北
大部有小到中雪，華北東部和南部、黃淮北部等地
有大雪，局部暴雪或雨夾雪；黃淮南部及其以南地
區有小雨或陣雨，江淮、江漢東部、江南北部有中
到大雨。圖為河北承德市的三個小朋友在雪人旁玩
耍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