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德良

从1月16日开始，为期40天的春运
拉开了帷幕。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回家”
便成为离乡游子一个必然的选择。 回
家的路，充满着期待，也充满艰辛。 湖
南日报法人微博联合长沙交警、 湖南
龙骧集团共同推出“情满旅途，伴爱回
家”活动，将送出200张省内班线免费
乘车券。（1月15日《湖南日报》）

无论你是正在买票的农民兄弟，还
是打算赶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打工者，或
是曾经历交通事故需要帮助的人，只需
要说出你的交通故事和春节回家愿望，
说出你对交通安全最深刻最真切的感
受，说出你对交通安全的期盼，就有机
会获得一张“天上掉下来”的回家车票。

36亿多人次的客运量， 是对全国
交通运输的一次大考， 也是对整合社
会保障体系的亿次检验。春运，不仅仅
是一道风景，更是一场民生大考。

一票难求， 是春运难以拂去的印
痕。 这200张车票，对于在窗口排队等

候回家的庞大人流而言， 真可谓是杯
水车薪；但对每位获得者来说，又是一
种实实在在的幸运， 能感触到一种直
抵心田的温暖。 媒体、 交警和客运企
业，在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自己的一
份温暖， 担当着自己肩上的那份绵薄
但又沉甸甸的责任。

关于春运， 关注买票难的问题固
然重要， 但更应该关注的是返乡的人
们是否都安全到家。 说一千、道一万，
不管是搭乘什么交通工具， 都只不过
是他们回家的手段，安全、舒心地回到
家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让每一条回家的路安全无忧，需
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也需要每位回
家者一起付出。

让每个回家的人平安回家，是整个
社会的期盼。在获得这份免费乘车券之
前，请你说出对未来生活的愿景，说出
你对安全出行的认识与期盼，不仅是分
享大家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心怀善意地
提醒每位步履匆匆的赶路人， 及时规
避、消除回家路上的安全隐患，让回家
的路多一份温馨，多一份平安。

综合 ２０14年1月17日 星期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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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李镁铭） 今天是2014年春
运第一天。 上午， 副省长、 省春运
领导小组组长黄兰香率省直有关部
门负责人， 在长沙南站、 长沙火车
站检查指导春运工作， 看望慰问奋
战在春运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 黄
兰香要求， 积极抓好春运的调度与

服务工作， 确保旅客平安舒适出
行。

在长沙南站， 黄兰香一行先后
来到电子监控室和候车大厅爱心专
区， 详细询问了客流、 售票组织、
旅客候车条件情况。 车站负责人介
绍， 高铁逐渐成为部分旅客春运出
行首选， 车站夜间还增开了7对临

时列车， 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黄兰香要求车站最大限度安排

充足运力， 疏通售票渠道， 确保每
一名旅客舒适平安出行。

在长沙火车站的候车大厅， 当
了解到车站成立了“小勇服务队”、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为旅客提供
购票指引等便民服务时， 黄兰香叮

嘱车站， 要进一步优化运输服务质
量， 为旅客创造平安、 温馨、 舒适
的候车环境， 确保不发生大规模旅
客滞留现象。

2014年春运从1月16日至2月
24日， 共计40天。 我省春运旅客发
送量预计将达1.08亿人次， 同比增
长3.7%。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龚晟 刘易）春运首日，长沙火
车站开展“开门送福”活动，向旅客送
出200副“福”字，并通过问卷调查收
集各方面意见170条。 据广铁集团介
绍，春运首日共发送旅客85万，同比去
年增长8%，创历史新高；高铁发送37
万人，同比增长10.1%，破历史纪录。

据长沙火车站负责人分析， 今年
车站客流仍以务工流为主， 探亲、学
生、旅游客流与之叠加。 春运期间，长
沙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435万人次，
同比增长6.74%。 其中，春运高铁客流
将大幅增长， 长沙南站预计发送高铁
旅客269万人，同比增长8.99%。

据介绍， 湖南地区铁路春运高峰
一般在节后出现。 2月4日至9日、2月
15日至21日，将迎来长沙火车站客流
高峰。 预计最高峰日旅客发送量将突
破13.28万人。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 提前安排出
行计划，优先选择网络、电话订票或到
就近代售点购取票， 尽量不要在开车
前到车站临时换取或购买车票。 旅客
可及时关注“广铁集团公司长沙车站”
官方微博发布的余票信息， 不要盲目
前往车站排队购票。

为有序应对客流高峰， 长沙火车
站在春运期间陆续加开31趟普通铁
路临客列车。长沙南站在夜间增开7趟
高铁临客列车。

具体车次如下：
普铁临客（节前）：D647长沙-上

海虹桥、D643长沙-上海虹桥、L881
长沙-上海南、L751长沙-上海南、
K9221长沙-广州、D644上海虹桥-长
沙、D648上海虹桥-长沙、L882上海
南-长沙、L752上海南-长沙、K9222
广州-长沙、L317怀化-无锡、L318无
锡-怀化、K2175汉口-深圳、K9181怀
化-广州、K9182广州-怀化、K9205岳
阳-广州东 、K9207岳阳-广州东 、
K9208广州东-岳阳、K9209岳阳-广
州东、K9210广州东-岳阳、K9212深
圳东-岳阳 、K9214深圳西-岳阳 、

K9220深圳-岳阳、K9279常德-广州、
K9280广州-常德、K9281常德-广州、
K9282广州-常德、K9283常德-广州、
K9284广州-常德、K9285常德-广州、
K9286广州-常德。

普铁临客（节后）：D647长沙-上海
虹桥、D643长沙-上海虹桥、L881长沙-
上海南、K9221长沙-广州、0L349长沙
-永州、0L752长沙-常德、D644上海虹
桥-长沙、D648上海虹桥-长沙、L882上
海南-长沙、L752上海南-长沙、K9222
广州-长沙、L352上海南-长沙、L317怀
化-无锡、L318无锡-怀化、L751常德-
上海南、K9181怀化-广州、K9182广州
-怀化、K9205岳阳-广州东、K9209岳
阳-广州东 、K9210广州东-岳阳 、
K9212深圳东-岳阳、K9279常德-广
州、K9280广州-常德、K9281常德-广
州、K9282广州-常德、K9283常德-广
州、K9284广州-常德、K9285常德-广
州、K9286广州-常德、K9287益阳-广
州东、K9288广州东-益阳。

高铁（节前）：G2552广州南—武
汉（23日—25日、27日—29日）、G6154
广州南—长沙南 （22日—24日、26
日—28日）、G6156广州南—长沙南
（22日—24日、26日—28日）、G6160广
州南—长沙南（23日—25日、27日—
29日）、G6172广州南—长沙南（23
日—25日、27日—29日）、G2564深圳
北—郑州东（23日—25日、27日—29
日）、G2556广州南—武汉（24日—26
日、28日—30日）。

高铁（节后）G6153长沙南—广州
南（2月4日—2月6日）、G6155长沙
南—广州南 （2月 5日—2月 7日）、
G6159长沙南—广州南（2月5日—2月
7日）、G2551武汉—广州南（2月5日—
2月7日）、G2563郑州东—深圳北（2月
5日—2月7日）、G2555武汉—广州南
（2月4日—2月6日）、G2556广州南—
武汉（2月5日—2月7日）。

黄花机场旅客吞吐量
预计突破185万人次

高峰日客流和运输起降预计
将分别达5.7万人次和460架次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全 ） 今天上午10时30分，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T2航站楼始发层B
区安检通道前， 突然响起欢快的音
乐。 一群身着安检制服的帅哥美女从
通道走出， 并跳起欢腾的舞步。 12分
钟后， 音乐戛然而止， 所有人员迅速
回归工作岗位。

这场让现场旅客惊喜不已的表
演， 是时下最为流行的“快闪” 行为
艺术。

据预计， 今年春运期间， 黄花机
场旅客吞吐量将突破185万人次， 同
比增长7.5%， 高峰日客流和运输起降
将分别达到5.7万人次和460架次。

目前， 黄花机场已通过微信值
机、 一证通关及城市候机室等便民措
施， 方便办理乘机手续。 机场还将针
对春运期间有可能出现的冰雪、 霜
冻、 大雾等天气， 提高大面积航班延
误保障能力。

南航增开26趟航班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蒋运国） 记者今日从南航湖
南分公司获悉， 春运首日， 南航在湖
南地区增开26趟航班， 以满足旅客出
行需求。

增开航班中， 在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增加22班。 其中长沙-广州增开5
班， 长沙-珠海增开2班， 长沙-汕
头、 长沙-温州、 长沙-贵阳、 长沙-
乌鲁木齐分别增开1班； 广州-长沙
增开5班， 珠海-长沙增开2班， 汕头
-长沙、 温州-长沙、 贵阳-长沙、 乌
鲁木齐-长沙分别增开1班。

在常德机场加班4班， 常德-广
州、 常德-深圳分别增开1班； 广州-
常德、 深圳-常德分别增开1班。

本报1月16日讯（记者 邓晶琎 实
习生 王露曼 通讯员 何鲲）记者今日
从长沙汽车西站了解到，春运首日，车
站客流量达到4.3万人次。 为应对24日
至30日的节前客流高峰， 汽车西站将
于23日启动临时发班区， 周边部分路
段将实行交通管制。

据汽车西站运输科科长袁立强介
绍，汽车票预售期延长至10天，市民可
通过网络、96228热线、 代售点以及车

站售票窗口等方式购票。
目前， 汽车西站有219条班线通往

14个市州。为了满足春运期间旅客出行
需求， 车站在原有1100台大巴的基础
上，外调200台大巴确保运力充足。预计
春运期间，车站客流量将达120万人次。

为保障旅客出行顺利和安全，从1
月23日至除夕， 汽车西站将启用位于
玉兰路的站外临时发班区，乘坐常德、
益阳、沅江、桃江、汉寿5条专线的旅客

将在此乘车。 过渡站外，车站将提供摆
渡车，免费接送往返发班区的旅客，仅
需3分钟车程。

临时发班区运行期间， 车站附近
的玉兰路(燕航路与玉兰路路口至迎春
路路段)、燕航路(燕航路与南园路路口
至与玉兰路路段)部分路段及临时发班
区将进行交通管制。 届时，除持有汽车
西站通行证的车辆外， 其他机动车一
律不得进入管制路段。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彭
彭）“因为怕迟到，我早上6点钟就
起来了。 ”通过@湖南日报拿到3
张免费乘车券， 在长沙打工的向
必玉阿姨笑开了花， 她今年春节
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丈夫、 女儿一
起回沅陵老家过年。 今天是春运
第一天， 在长沙汽车南站举行的
“情满旅途、交警同行”活动现场，
发放出首批7张免费乘车券。

曾庚妹带着8岁的女儿，来得
比向必玉还要早。 她老家在衡阳
祁东，是梨子山社区的临时工，每

月收入只有900元， 丈夫没有稳
定工作和收入， 家中有3个孩子。
两张从长沙到祁东的汽车票不到
200元，但对这个家庭来说，还真
不是一笔小开支：“我感到很温
暖，谢谢！ ”

1月15日， 向必玉得知外出
务工人员可申领免费乘车券的消
息，因不熟悉电脑操作，便拜托
亲戚联系@湖南日报， 顺利获
得申领资格。 向必玉在长沙一
家大学食堂里打扫卫生，丈夫在
建筑工地当工人。 拿到免费乘车

券的向必玉十分高兴：“我们前年
买票回家，排了整整一天的队。我
和老公都挣得不多， 女儿还在读
初中，能省一点是一点。 ”

长沙交警、湖南龙骧集团联合
湖南日报法人微博举办的“情满旅
途、伴爱回家”活动，主要面向外出
务工人员，为他们铺出一条平安回
家路。申领活动将持续到1月26日，
总共送出200张。 符合条件者在新
浪微博@湖南日报 、@长沙交警
官方微博，说出交通故事和回家愿
望，就有机会申领成功。

民警支招防扒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王曦 通

讯员 朱红梅 蔡艺芹 ） 今天 ,2014年
春运大幕拉开， 长沙铁路公安处在长
沙火车站开展了一场以“安全出行、
方便出行、 温馨出行” 为主题的安全
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中， 民警向旅客们现场讲解
并示范了扒手盗窃的工具、 盗窃手段
以及旅客反扒的方法， 提醒旅客旅途
注意事项： 现金及手机等贵重物品不
要放在外衣口袋里， 大额现金、 零钱
分开放 ,钱证要分离， 且不要将手提
袋或皮包背在身后。 此外， 不要往人
多拥挤的地方挤， 不要围观热闹。 在
公共场所， 不要当众翻弄钱包、 清点
贵重的钱物， 以免引起扒手注意。 对
于可疑人员， 要提高警惕。 扒手大多
穿得较少， 喜欢随身携带书、 报纸等
掩护作案， 并在车厢内频繁走动以寻
找目标。

本报1月16日讯（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杨艳）春运今天启幕。
人流量大增，交通工具空间狭小，
空气流通不畅等， 易造成结核病
的局部暴发流行。今天，省结核病
防治所专家发出提醒， 农民工和
学生是春运结核病感染传播的重
点人群，须谨防结核病。

近年来， 我省每年登记报告
的肺结核患者数约5.5万，其中20
至55岁青壮年患者占半数以上，
肺结核的报告发病人数和死亡人
数始终位居全省甲乙类传染病的
第一位。 省结核病防治所2013年
数据显示， 全年登记的活动性肺
结核患者中，2季度人数最多。 专
家解释，春节过后出现就诊高峰，
也不排除春节期间，人口集中，关
门闭户，传染后，在2季度出现症
状集中就医。

省结核病防治所副所长、 主

任医师白丽琼博士介绍， 结核病通过
飞沫经空气传播， 春运出行舟车劳顿，
人多拥挤嘈杂、 空气不畅的乘车环境
以及南、 北方的气候差异等， 都可导
致人体生物钟紊乱、 免疫能力降低，
尤其是一些乘客本身患有呼吸道疾病，
病菌极易在密闭的空间散布， 从而让
“结核菌” 有机可趁， 导致结核病的发
生。

白丽琼提醒，春运期间，旅客有条
件的应勤开窗通风， 不能开窗通风的，
最好利用列车到站的机会，下车呼吸新
鲜空气；注意旅途中的休息，多喝白开
水，注意饮食营养和卫生，增强抵抗力；
南北温差大， 应了解目的地天气条件，
下车前及时增减衣物， 避免着凉感冒；
还应注意别随地吐痰， 不对着他人咳
嗽、打喷嚏，如果是咳嗽咳痰患者最好
戴口罩，避免传染他人。

专家特别指出，不少人受传统观念
影响，春节期间即使身体不适也不问医

求治，导致结核病发病后病
情愈发严重， 并在社区传
播。 专家提醒，一旦出现咳
嗽、咳痰2周或以上，或痰中
有血、 发热或胸痛等症状，
一定要到当地疾控中心或
结核病定点医院去检查。如
果是正在治疗的结核病患
者，在回家团聚期间，要遵
照医嘱坚持完成治疗，中断
治疗只会加重病情，造成耐
药或更严重的后果。

春运进行时

广铁首日发送旅客85万
2月4日将迎来客流高峰，春运高铁客流将大幅增长

免费乘车券昨发出7张
沅陵打工阿姨一家@湖南日报获得3张

预计全省旅客发送量达1.08亿人次

2014年春运大幕开启
黄兰香要求确保旅客平安舒适出行

春运谨防结核病感染传播

长沙汽车西站23日开设临时发班区
发送常德、益阳、沅江、桃江、汉寿5条专线旅客；部分路段将实行交通管制

1月16日， 交警给旅客发放免费乘车券。 当天， 春运启动。 长沙交警在长沙市汽车南站开展 “情满旅
途、 交警同行” 为主题的爱心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让回家多一份温馨平安

省卫生厅疾控处、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办

专家支招 预防常见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