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運啟幕 廣鐵運力仍缺半
鐵道部急調千列車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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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40天的2013年春運26日起拉開大幕
，全國將有超過34億人次 「大遷徙」 。作為
春運主戰場，廣鐵節前運力仍有逾一半缺口
，形勢嚴峻。目前鐵道部已舉全路之力馳援
，調配43組車體、1000餘節車廂趕抵廣州，
力保外來工順利返鄉。另一方面，全線貫通
的京廣高鐵、廣珠城軌首次參與春運，亦迅
速成為廣鐵春運兩大主角，預計高鐵客運量
將佔廣鐵春運發客總量三成以上。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二十六日電】

許添財讚鄭成功維護海權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二十六日電
】2013年春運今日鳴笛，廣鐵集團各大
車站實名制驗票的 「抽檢」升級為 「全
檢」， 「票、證、人」三者相符方能進
站。記者在節前春運全國最繁忙的廣州
火車站看到，儘管下午下起雨，但現場
秩序良好，每位旅客基本花十秒左右就
可順利進站。為應對類似2008年冰凍雨
雪災害致北上鐵路中斷、逾40萬客滯留
事件，今年該站專設7個候乘應急備用
點，應急候乘安置能力提升4倍，達到
近30萬人。

為應對高峰期旅客候車、進站，廣
州火車站廣場搭建起7200平方米的臨時
雨棚，每一大棚設一個集中驗票區。採
取開車前四小時內的旅客進廣場臨時候
車棚，開車前兩小時內的旅客進站內候
車室的候車方式，實行站內候車室與廣
場臨時候車棚 「分階段滾動候車法」，
以保證旅客有序候車、乘降。

記者在廣州火車站廣場看到，儘管
人山人海但秩序良好。廣場共設64個驗
證口，每個開放的驗證口都排起小長龍
，儘管 「票、證、人」三者相符才可入
站，但每位旅客基本僅花十秒左右就順
利通關。廣鐵預計，該站春運首日發送
旅客14.2萬人次，開行始發臨時客列20
列，而春運40天裡該站擬送客達700萬
人次，對於只有千多名員工的火車站來
說，考驗很大。

應急候乘能力增至30萬人
為緩解高峰期火車站地區候乘壓力

，今年廣州火車站仍將採用廣交會琶洲
展會 「異地候乘」措施，並設奧體中心
、廣州體育館、大學城體育場等7個候
乘應急備用點，總安置能力近30萬人。
目前廣州火車站廣場候乘能力只有6萬
，即使封閉火車站東廣場、公交專用道
及環市西路東往西路段，應急候乘能力
也只能增加到10萬人。

【本報記者蔣煌基泉州二十六日電
】首訪大陸的民進黨立委、前台南市長
許添財一行今日抵達鄭成功故里──福
建省南安市，參觀鄭成功陵園、延平郡
王祠，並焚香拜祭。許添財接受本報記
者訪問時表示，因為有鄭成功，中國東
南海權才得以維護，不致於被西方霸權
侵佔。

許添財一行今日在南安市水頭鎮的
鄭成功陵園祭拜，虔誠焚香參拜，並誦
讀祭文。隨後前往南安市石井鎮鄭氏宗
祠（延平郡王祠）參拜。當地鄭氏宗親
全程陪同。

祭民族英雄了心願
在南安，與鄭成功有關的文物古蹟

隨處可見，包括石井鄭氏宗祠（延平郡
王祠）、鄭成功紀念館、鄭成功碑林、
鄭成功廟、鄭成功陵園等。許添財在參
觀時一邊認真聽介紹，一邊不時拿起手
機仔細記錄眼前的一切。他說： 「來
到這裡對歷史的一些回顧，滄海桑田，
歷史變遷，都值得我們去醒世，去借鑒
。」

許添財助理告訴記者，首次登陸的

許添財此行以了解 「兩岸金融合作政策
」為主，已相繼參訪上海北京，與當地
金融部門、專家就經濟金融話題進行對
話，雖此次行程緊湊，但仍加入祭拜鄭
成功的行程。事實上，許添財在台南市
長任內曾舉辦鄭成功文化節，藉以發揚
鄭成功文化的國際精神、開拓精神、和
平精神，今次專程到南安祭拜這位民族
英雄，可謂順理成章，亦了卻了許添財
一番心願。

兩岸攜手維護歷史
許添財祭拜結束後接受記者採訪時

坦言， 「一直希望能夠到南安來，因為
很多因素，直到今天才來到這裡。」

「文化節舉辦的過程當中，得到泉
州很多好朋友的協助，泉州也幫（台南
）延平郡王祠做了一個很大、很有地標
性的鄭成功騎馬石雕，這些都是文化交
流，都是對歷史意義共同維護的一個成
功表現。」許添財說。

他稱讚鄭成功 「在那種時代，朝代
交替的過程中，為大地的子民開拓了新
的田地，維護了他們自由的海洋精神，
也因為有鄭成功，在東南半壁維護了海

權，當時明末清初這樣脆弱的社會階段
，才不致於被西方霸權所侵佔。」

有台海人士告訴記者，身為深綠大
老的許添財，雖被視為民進黨內的財經

專家，但在目前中日關係緊張背景下的
此番表態，有其深刻意義。

許添財27日將參訪廈大台研所，當
天從廈門經 「小三通」返台。

【本報訊】據中央社記者楊明珠東京二十六日消息
︰日本 「產經新聞」電子版報道，今天日本海上保安廳
的飛機巡邏時發現，一艘台灣海巡署的海巡船 「花蓮
119」航行在釣魚島海域日本 「領海」外側的鄰接海
域。

第11管區海上保安本部（位於沖繩那霸）指出，台
灣海巡署的花蓮119海巡船上午8時10分（台灣時間7時
10分）左右，航行在釣魚島西方約39公里的鄰接海域內
。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對花蓮119海巡船以無線通訊
器發出警告，希望勿靠近日本領海，但花蓮119並沒回
應，大約在80分鐘後駛離上述海域。

另外，在日本鄰接海域，今天日本海保廳人員也發
現有三艘大陸國家海洋局所屬海監船，這也是大陸公務
船連續第三天在這片海域航行。

台「新北艦」將測試40快炮
另一方面，台灣海巡署26日表示，第一艘裝設40快

炮的2000噸級艦艇 「新北艦」，將在28日駛出左營軍港
進行海試，進行首度海上實彈射擊測試整備作業。目前
， 「新北艦」上由海軍移撥的40厘米快炮已完成炮體安
裝工程。至於海上實彈射擊測試 「整備作業」，是否意
謂前往左營外海靶區進行實彈射擊，海巡署官員不願證
實。

據介紹，新北艦的40快炮射控系統是由中科院裝設
，除了艦艏整個炮位結構強化，還涉及電腦射控系統操
作與人員訓練。此外新北艦配備有先進夜視紅外線攝影
機，船上高壓水柱強度也從原先射程80公尺增強到1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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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巡船續出現釣島海域

訪南安延平郡王祠祭民族英雄

歲末年關，春運客流洶湧，40天裡全國 「人在旅途
」的人次預計高達34億，幾乎等於把全球一半人口搬運
一次。按照一個人回家一趟來回需要換乘四次車計算，
相當於全國有超過8.5億的人口要進行東南西北大流動
，承載國人過年團圓之夢的 「鐵老大」責任重大。

日均發客量同比增6%
「全國春運看廣東」。為彌補廣鐵節前運力 「缺口

」，鐵道部舉全路之力調集大量臨時客列支援。近一周
來，從蘭州、哈爾濱等鐵路局調配的43組車體1000餘輛
車輛，相繼抵達廣州，計劃開行1380趟臨客，將分別開
往成渝、武漢、南昌等外來工集中返鄉方向。

廣鐵集團表示，今年春運由於客流增長迅速，客流
組織壓力尤甚往年，全集團15萬員工將全部投入春運，
在40天內應對發客量近3260萬人，日均發送81.5萬人，
同比增長6%。其中，春運首日預計管內發客78萬人，
較去年增加5.5萬；此外又會安排46趟臨客上線，分赴
廣州、東莞、深圳等地始發，以最大範圍疏導外來工返
鄉客流。

高鐵擔負三成客量
另一方面，全線貫通的京廣高鐵、廣珠城軌首次參

與春運，特別是京廣高鐵作為目前全世界運營里程最長
的高鐵，連接京冀豫鄂湘粵六省市，融入全國高鐵網絡
運輸，彰顯出大能力、高效率和便捷化的鮮明特點，為
今年春運釋放新活力。廣鐵預計，京廣高鐵武廣段、廣
深高鐵、廣珠城際、海南東環高鐵等4線，今年春運發
客量可望佔到廣鐵發客總量的三成以上，客流比例也由
起初的商務、旅遊等高端客、中等消費群體，逐步擴大
到學生、探親客流以及外來務工人群。

據了解，京廣高鐵計劃於春運期間每天開行動車組
列車117對，採取 「多開行重聯列車」的措施；並實行
站內快速換乘服務，在廣州站快速接駁京廣線與廣深線
間換乘客流，在廣州南站快速接駁京廣高鐵、廣珠城際
間的中轉客流，以最大限度提升長途客運能力。廣鐵預
計，京廣高鐵武廣段、廣深港高鐵廣深段、廣珠城際在
春運40天裡分別發客480萬、148萬、235萬，同比增
19.1%、51.5%、19.9%，成為今年廣鐵春運的一大主角。

由二十多小時到八小時，
從綠皮車到白動車，京廣線的
「顏色」變遷，見證內地鐵

路春運的變革史。
從現今高鐵沿途可躺聽音樂、喝茶上網，追溯到二

、三十年前的綠皮車，最讓老一輩農民工印象深刻。在
廣州南站跟大兒子等候高鐵回湖北的馮西華，對當年擠
春運的情景記憶猶新。

「相比現在年輕一代動輒就坐高鐵乃至飛機，那時
打工一代比較 『能忍』。」老馮感慨說，只要能擠上火
車，哪怕被列車員 「粗暴」地幫手塞進車廂，都已慶幸
。那時在擁擠不堪的車廂裡，聞令人想嘔吐的雜味，
根本不敢喝水，因為連廁所都被人擠實了， 「我曾試過
在廁所站上十幾、二十多小時。」

「那時， 『綠』車廂既是噩夢又是魔力，因為能回
家過年還是好的！」老馮笑言，這幾年都看不到綠皮車
了， 「有些懷念，懷念那一段青春歲月。」接下來，跟
隨像老馮那樣打工者歲月變幻的，還有跑在鐵軌上的紅
色快速車、藍色特快車，銀白色動車組…… 「空調這東
西，也是從坐 『紅快速』認識的。更不用說 『白動車』
了，又快又舒適！」老馮磨了磨布滿老繭的雙掌說， 「
從20多歲，到50多歲，似乎一眨眼，社會變遷得快啊
。」

儘管現時春運仍一票難求，但可喜的是，以 「白動
車」為代表的高速運力正持續擴展。以廣鐵為例，2008
年開行列車321.5對，其中動車組開行123對；2012年開
行列車517.5對，其中動車組開行296對。民眾對高速出
行的旺盛需求，反過來亦推動鐵路發展，僅廣鐵2012年

營業里程就較2008年增近35%，目前廣鐵管內在建線路
達17條。

【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中市立委第二選
區補選26日傍晚結果出爐，國民黨籍候選人顏寬恆
以66457票勝出，民進黨籍候選人陳世凱得65319票
，另一名候選人余思家得票1283票。

今次立委補選，被視為藍綠陣營空前大對決。
投票活動由上午八時開始，至下午四時結束。開票
過程，藍綠緊咬拉鋸，互有消長，有一段時間，陳
世凱的票數領先顏寬恆，不過，在下午五點半，顏
寬恆競選總部拉起紅布條，恭賀顏寬恆當選。五時
四十八分，顏寬恆在父親顏清標陪同下，在競選總
部宣布勝利，並感謝鄉親支持。

據稱，在整個開票過程中，前立委顏清標一直
在總部裡面計票，顏清標說，過去選舉，30分鐘就
知道結果，這次要70分鐘。他說，這次大家這麼辛
苦，贏得這麼少，他要顏寬恆更努力。

今次台中市立委補選，是因前立委顏清標，去

年底因酒帳案判刑定讞並喪失立委資格，台中市26
日辦理立委補選投票。

蘇貞昌路線受質疑
投開票前夕，國民黨黨政人士分析，此次選情

雖緊繃，但仍審慎樂觀。黨政人士認為，只要是勝
選，將有助於未來執政氣勢，在黨政協調上，將可
望更為順暢，近期黨內頗有紛擾，部分黨員也對黨
政現況多有針砭，26日下午若能開出勝利的花朵，
這些大小的挑戰可望有所消散。

至於民進黨方面，這次補選是蘇貞昌上任黨主
席以來，首次的 「中央」民代選舉，最後結果當然
會影響到蘇貞昌領導成敗。如今輸掉選舉，分析認
為，蘇貞昌帶領的民進黨路線，必然受到質疑與挑
戰。中央社引述民進黨立委趙天麟，指出今次選舉
結果呈現在馬英九罷免案上，就是罷免不會通過，
未來民進黨應思索如何讓藍營支持者出來投下罷免
票。

台中立委補選藍勝出

綠紅藍白─
顏色見證變遷 本報記者 方俊明

特稿

▲許添財（右二）參訪鄭成功陵園，泉台交流協會會長傅圓圓向他介紹鄭成功
遷葬史 本報記者蔣煌基攝

▲顏寬恆（前左二）26日宣布當選後與父親顏清標（
前左）等在競選總部拜神謝票 中央社

▲儘管綠皮車設備較簡陋，卻是不少人的集體回憶
。圖為南京最後一趟綠皮火車，26日早上從南京火
車站鳴笛開出 新華社

▲交通運輸部表示，今年春運將有逾34億人次出行，其中乘火
車的有2.25億人次，同比增長4.6%；公路出行約31億人次，增
長9%，兩者合計佔總出行人數近99%。圖為26日旅客在瀋陽
北站候車大廳候車 中新社▲一名旅客在上海站外倦極而睡

【本報訊】據中新社廈門二十六日消息︰26日上午
8時，隨 「八方」號客輪駛離廈門國際郵輪中心，廈
金航線春運拉開序幕。據預計，今年春運期間，廈金航
線將正常運營航班1240個，運送旅客15萬人次。隨春
運的啟動，廈門海事、邊檢等部門紛紛推出相應措施，
確保台胞便捷安全返鄉過年。

為了更好地服務台胞返鄉，邊檢部門在候船大廳加
裝了航班信息顯示屏，並選派會閩南語的工作人員為旅
客服務。同時，針對春節期間台胞出行往往扶老攜幼，
還專門開通 「合家歡通道」，便利台胞通關。

春運首日，廈金航線運行36個航班，預計運送旅客
2800餘人次。邊檢部門人士表示，今年春運期間，廈金
航線預估總客流量比去年將會有7%的增長。

春運期間，廈金航線平均每艘客輪要運營上百個航
班。廈門鷺江海事局現場負責人林長木表示，為保障航
行安全，廈門海事局在2013年1月5日啟動了春運船舶安
全檢查行動，在為期20天的檢查中，參與春運的所有廈
金航線客船實現了 「零缺陷」運營。廈門海事局指揮中
心副主任鄭榮民則表示，受冷空氣影響，春運期間台灣
海峽濃霧多發、風大浪急，對船舶的安全航行產生不良
影響。

廈金線春運開合家歡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