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邓晶琎

从1月31日(初一)零点至2月6日(初
七)24时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
免费，除夕当天高速不免费。

春节期间， 走亲访友车流主要集中
在长沙、湘潭、岳阳、常德、邵阳等市州收
费站，主要为长沙、雨花、长沙西、永安、
湘潭北、岳阳、邵阳南、德山、芝山等收费
站，车流高峰时段为10时至21时，建议避
开市级收费站和错时出行。

春节后返程车流主要集中在京港澳
高速公路北往南、沪昆高速公路西往东、
长益高速西往东方向， 拥堵点主要为岳
阳、长沙、雨花、小趟、城堡、长沙西、湘潭
西、新晃等收费站，京港澳、沪昆、长益高
速沿线服务区，塔岭、殷家坳、牛角冲、简
家坳等枢纽互通。

年后返乡车辆建议按年前北上推荐
线路通行，并尽量做到错峰出行。

推荐高速行车路线
广东北上：
1.广东韶关进入湖南，走G4京港澳

高速、S31宜凤高速、S61岳临高速， 至长
株潭地区；

2.广东韶关仁化县进入湖南，走国道
G106、S11平汝高速，至株洲、长沙、岳阳
及湖北通城地区；

3.广东清远进入湖南，可走广东清连
高速、永连公路进入湖南段蓝山地区，再
走G55二广高速、G76厦蓉高速、S61岳临
高速，至长株潭地区。

往湖北方向：
1.长株潭往湖北咸宁、荆州方向，可

走 S61 岳 临 高 速 、G5513 长 张 高 速 、
G0401长沙绕城高速、京港澳高速北上，
或走G60沪昆、S21长株、G0401长沙绕
城高速东北段、京港澳高速北上；

2.往湖北通城方向，可走S61岳临高
速、G60沪昆高速、S11平汝高速至湖南
平江、 湖北通城转国道G106上杭瑞高
速；

3.往湖北黄石、鄂州方向，走G45大
广高速沿江西北上。

往江西方向：
湖南去往江西方向，可走S20大浏高

速往江西南昌方向。 或走G60沪昆高速，
往江西萍乡方向。 走G72泉南高速、S90
炎睦高速，往江西井冈山方向。 G76厦蓉
高速往江西赣州方向。

往贵州、重庆：
1.从广东清远地区，走青连高速、永

连公路进入湖南蓝山县，走G55二广高速
转G60沪昆高速前往；

2.从广东清连高速、宜连高速进入湖
南S31宜凤高速、S61岳临高速、G76夏蓉
高速、G55二广高速、G60沪昆高速前往。

京港澳高速途经长沙城区：
1. 在1528千米殷家坳枢纽互通，走

G60沪昆高速、S21长株、G0401长沙绕
城高速东北段绕开长沙城区；

2. 在1509千米李家塘枢纽互通，走
G0401长沙绕城高速东南段、S21长株、
G0401长沙绕城高速东北段绕开长沙城
区。

春节， 我们去哪儿

知道这些，春节出行更便捷

“最有年味儿”推荐地

春节假期，去哪儿旅游最有“年
味儿”呢？本报为您介绍国内外多处
适合春节的出行地。

春节高速公路
出行攻略

广铁集团客服电话：12306
广铁集团湖南省订票电话 ：96020088、
95105105
湖南高速公路客服热线：96528
湖南龙骧集团咨询服务热线：96228
长沙黄花机场服务热线：96777
南方航空公司问讯电话：84799333
省道路运输投诉电话：0731-82582220
省水路运输投诉电话：0731-84883857

春运常用交通电话号码

本报记者 邓晶琎
实习生 王露曼

自1月16日春运启动以来，出行信息成
为旅客最为关注的话题。今年春运期间，铁
路、航空等交通部门为方便旅客出行，推出
了手机客户端订票、 微信订票等多种方便
快捷的购票、乘车（机）方式。

“指尖”抢票
据广铁集团介绍，今年春运共有互联网

售票、电话订票、外来工团体订票、学生票优
先发售、集中售票点售票、代售点售票、站内
窗口售票和站内自助售票共8种售票方式。
其中互联网售票中的移动客户端（手机）购
票方式颇受年轻时尚旅客的欢迎。

“只需动动手指，不到5分钟就可完成
手机购票！ ”今年春运期间，湖南大学的大
三学生卢晓芳便用手机购得一张1月24日
由长沙开往上海的G578列车车票。

手机购票，即，从网上下载12306手机
客户端后， 按照步骤点击， 实现随时随地

“抢票”。 此外，旅客还可在12306网站通过
支付宝付款，网上购票和退票更加便捷。

微信“候乘”
“T202三亚到北京西，在6候车室，约

晚点至9点40分。 ”长沙乘客李
先生看着手机屏幕，开心地说：

“打开手机微信， 就知
道几点开车， 而且

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清楚在哪个候车室候
车。 ”

广 铁 集 团 推 出 的 微 信 服 务 平 台
（GZTLWX）上线后，旅客获取列车信息更
加方便。 通过微信点击进入“广州铁路”微
信公共号后， 列车正晚点查询和车站候乘
信息一览无余， 还可以看到即时的火车余
票、公交接驳、失物招领、货运办理等资讯。

此外， 旅客还可以通过官方微博@广
州铁路及官方网站www.gzrailway.com.�
cn获取车票、列车信息。

为方便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
铁路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提供重点服务。在
长沙南站， 旅客可通过12306预约重点服
务，预约成功后可优先进站、便利出站，站
内还将提供轮椅、担架等服务。

今年春运期间， 旅客还可在空调列车
上为手机、笔记本电脑充电。

快速通关
“现在只需排一次队， 拿着自己的身

份证就可以直接过安检， 非常方便。” 经

常乘坐飞机的长沙市民陈女士说。
今年， 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出发持二

代身份证 （无托运行李） 的旅客， 不再需
要到值机柜台现场办理， 可直接前往专属
安检通道， 安检口的微型打印机会随机分
配座位， 打印出一张登机凭条， 进行快速
值机、 安检， 实现“一证通关”。

同时， 长沙黄花机场微信公众平台
（CSA96777） 在提供服务功能的基础上，
又推出了“微信值机” 服务。 旅客在微信
上选择座位办理“微信值机” 后， 可直接
前往安检专属通道， 凭二代身份证打印登
机凭条登机。 对于已办理“微信值机” 的
旅客， 也可通过任意安检通道按正常流程
登机。

为了方便需从高铁站转车至黄花机场
乘机的旅客， 黄花机场在长沙南站配备了
“城市值机” 设备。 旅客下了高铁后就可
以直接在长沙南站的“城市值机代办点”
先办值机手续， 再乘“机场快线大巴” 前
往机场登机， 实现更方便快捷的“地空联
运”。

1、 西藏拉萨
时间： 除夕到正月初一
看点： 藏民们穿着崭新的传统藏服，

从一大早开始喝酒到深夜， 所有人载歌
载舞， 气氛热烈。 除夕当晚， 大昭寺向
所有僧俗群众免费开放， 聚集到大昭寺
朝拜佛祖释迦牟尼， 朝佛活动通宵达旦。
初一当天， 家家户户会更换新的经幡，
场面相当壮观。

2、 海南黑渔村
时间： 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
看点： 春节的海南气候宜人， 黑渔

村里不断上演木偶戏， 半人高的木偶，
用当地话演唱， 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
十分有趣。 渔民们把鞭炮缠在大大小小
的树干上， 一点燃， 整个村子便沸腾起
来了， 变成了花炮的海洋。

3、 陕西安塞
时间： 正月初六到正月十五
看点： 西北黄土高原上最有年味的

地方莫过于安塞了。 安塞有腰鼓， 有唢
呐， 有信天游， 有造型夸张的剪纸和农
民画。 如果要去安塞看腰鼓一般可以稍
微晚一些去， 因为整个西北地区都是十
五比初一热闹。

4、 贵州雷山
时间： 正月十一到十五
看点： 春节去雷山， 你准能赶上当

地的斗牛比赛。 此斗牛和西班牙的不太
一样， 很草根， 却一样刺激。

5、 黑龙江雪乡
时间： 除夕到正月十五
看点： 淳朴的雪乡人在自家挂起大

红灯笼， 洁白如玉的白雪在大红灯笼的
照耀下， 宛如天上的朵朵白云飘落人间，
幻化无穷。 家家张灯结彩， 户户贴春联
剪纸， 漫天遍野的大雪荡漾在热闹气息

的山村， 零下30℃的严寒挡不住浓浓的
年味。

6、 山西平遥
时间： 正月十五
看点： 山西民间社火由来已久， 如

今的社火早已从单纯的祭祀， 演变为正
月一项重大民间娱乐活动。 在山西平遥，
每年的元宵社火， 就成了过年尾声中最
热闹、 喜庆的时候。

7、 首都北京
时间： 农历腊月廿九至正月初七
看点： 串串高挂的大红灯笼， 各种

老北京小吃， 老北京艺人的表演， 到处
充斥着过年的喜庆劲儿。 在北京庙会，
耍中幡、 踩高跷、 拉洋片、 皇帝地坛祭
地仪式、 中国式摔跤等各种各样老北京
绝活儿轮番登场。

8、 湖南凤凰
时间： 正月初一到十五
看点： 为了你的到来， 凤凰等了千

年！ 因沈从文而成为年轻小资的聚集地，
但是最有意思的除了吊脚楼还有正月里
满河的河灯。

9、 云南罗平
时间： 整个春节
看点 ： 世界最大的天然油菜花海。

罗平的花海在每年的二月份最为壮观，
这时正值春节， 赏花的人们都会不远千
里聚集到这个小城， 为的就是这一份花
海的浪漫。 金黄的油菜花同时绽放， 漫
山遍野荡漾着金黄的波浪。

10、 河北蔚县
时间： 正月十五
看点： 最有名的是“打树花” 这一

精彩的传统过年节目。 每到正月十五，
把全县城的废铁收集到一起炼成铁水，
然后泼洒到城门上， 比焰火还壮观！

国外旅游推荐地
澳大利亚凯恩斯

推荐理由： 阳光 沙滩 海风
她拥有迷人的海岸线、 精致的岛屿、

优质沙滩、 湛蓝的海水以及世界最大的
活体珊瑚礁群。

凯恩斯同样以户外运动而著名。 这
里有超过六百多种上天、 下海、 探森林
等户外活动。 你可以潜到海底体验海底
五彩缤纷的动物世界； 也可以深入森林，
或骑马或徒步健行； 可以坐着热气球飞
向天空， 俯瞰这片美丽的大地……

推荐景点： 绿岛大堡礁、 马林海岸、
道格拉斯港、 棕榈湾。

交通： 从长沙坐高铁或飞机到广州，
然后从广州直飞凯恩斯。
阿联酋迪拜

推荐理由： “购物天堂” 里的儿童
乐园

春节期间迪拜气温宜人， 也是玩水上
运动最佳时期， 非常适合亲子旅游。

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巨型露天水族
馆； 有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帝国”； 有
众多疯狂的建筑； 有中东地区最激动人
心的水世界冒险乐园……

推荐景点： 迪拜塔、 迪拜帆船酒店、
迪拜世界岛。

交通： 从长沙坐高铁或飞机到广州，
然后从广州直飞迪拜。
新加坡

推荐理由： 绿色花园之国
走进新加坡真如走进了一个花园天

国。
新加坡的美不仅仅是城市的绿化，

人人自觉的环保意识犹如一个闪耀的光
环将这个城市笼罩在洁净的天空底下。
这个春节， 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个真正文
明之国的绿色。

推荐景点： 鱼尾狮公园、 圣陶沙岛、
花芭山、 云顶高原、 国家皇宫、 荷兰红
屋、 圣保罗教堂

交通：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已开通直
飞新加坡航班。

(本报记者 柏润 整理)

本报记者 周月桂
实习生 王露曼

2014年春节前后天气会怎样？ 气象部门
称，春节前天气好有利春运，但春节期间大家
仍要注意保暖，防范寒潮来袭。

一般来说， 我省最冷的时候集中在1月中
旬，但今年1月却是持续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局
部地区最高气温甚至达18摄氏度。 根据湖南省
气象台的预报， 春节以前湖南地区气温偏高，
降雨稀少。 其中24日至25日受地面弱冷空气和
高空浅槽影响，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小雨天气过
程发生。 白天暖阳高照，最高气温都将在15摄
氏度左右。 这样的天气条件有利于春运，不过
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做好防雾防霾措施。

2014年春节(1月31日)，正处在大寒节气与
立春节气之间，大寒时节是寒潮南下频繁的时
候， 我国大部分地区将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时
候；而大年初五则迎来立春，俗称“打春”，大地
开始解开寒冷侵袭， 平均气温将逐渐回升，不
过由于大寒节气的侵袭，寒冷依然未结束。 整
体来说，春节期间，大家仍要注意保暖。

春节出行天气指南
节前天气好，节后防范寒潮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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