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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江钻）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今天发布的分析报告
显示，春节长假前6天，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
达到1947万台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8%。

由于出行习惯的改变，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
（2月7日至13日）， 湖南高速公路车流量无明显
低谷。 从大年初一开始，湖南高速公路车流量一
直呈上升态势。 节前车流从南往北、从东往西的
流向明显，节后由北往南、由西往东的返程流向

明显。
南北走向的京港澳、二广、岳临、平汝和包

茂高速，东西走向的沪昆、长张等高速，在春节
假期都呈现车流量上升的特点， 其中二广高速
车流量增长最为明显。

二广高速邵阳梽木山互通到娄底涟源互通
（安邵高速）通车以后，二广高速和长韶娄高速
相互连通，湖南高速路网效应更加明显。 与去年
同期相比， 二广高速南风坳收费站的车流量增

长60.66%，宁远观测点增长35.65%，阳明山观测
点增长22.24%。

春节期间选择高速公路通行， 除了传统的
回家团聚的目的，今年还融入了新变化。 春节期
间全省天气晴好，非常适宜举家出游，这就形成
了景区周边高速公路易拥堵的新特点。 监测数
据表明，与去年同期车流量相比，韶山收费站增
长36.34%，凤凰收费站增长40.75%，张家界收费
站增长46.16%，南岳收费站增长30.15%。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江钻

相对来看，春节长假期间，长张高速长常段显
得特别拥堵。 这到底是为什么？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负责人介绍，长张高速长常
段是省会长沙通往湘西北益阳、常德、张家界、湘西
地区，以及重庆、四川和湖北西南部的高速公路咽
喉通道，车流量大，所以容易形成拥堵。节后车流主
要由西往东，长常高速越往益阳、长沙方向，车流量
越呈阶梯式增加，拥堵现象加剧。

根据省高速公路管理局2月13日发布的数据，
春节长假前6天，长张高速最靠近长沙的长益段，日
均车流量为4.8万台次，最高峰为7.5万台次，高峰流
量已经远超设计流量的2.5万台次至5.5万台次。

而今年春运期间，长常高速益阳段所在区域，新
通车的益阳绕城高速，已经起到了很大的分流效应。

此外，根据今年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发布的
消息，长益高速扩容项目（新长益高速）今年正式动
工， 安邵高速北段和常安高速也将于今年通车，二
广高速在湖南境内将全线拉通。 这些新变化，都将
大大改善长常高速的拥堵状况。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朱恒孚 ） 据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今天提供的消
息， 从当前到正月十五 （2月22日）， 都是乘
坐飞机出行的返程高峰期。 目前， 从长沙前
往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三亚、 海口等
城市， 基本上都是一票难求； 往其他地方有
少量的余票， 但也大多是没有折扣的全价机

票。
返程期间， 旅客随身行李较多， 特别是

装着浓浓家乡味的剁辣椒、 豆腐乳等。 黄花
机场相关负责人提醒， 如果剁辣椒、 豆腐乳
含液体较多， 一定要先将这些物品打好包，
进行托运。 为避免因排队误机， 各位旅客最
好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 � � �名片
张芮铭，1990年4月生， 省高速公路

交通警察局湘西支队民警，2012年大学
毕业，放弃繁华都市，选择在湘西山区当
一名大学生村官，2013年考入高速交警，
人送外号“值班侠”。 曾获评2015年春运
先进个人、 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乒乓球
冠军、优秀大学生村官等。

故事
“您好！ 这里是湘西支队，有什么需

要帮助吗？ ”2016年2月7日，万家团圆的
除夕之夜，和去年一样，“值班侠”张芮铭
正在支队接处警中心值班， 眼睛盯着电
子屏幕上来来往往的车辆， 左手拿着电
话，右手刷刷刷在纸上记录。

从除夕到正月初四， 张芮铭接警
378起，其中刮擦事故104起、追尾29起，
还有道路救援、群众求助等。他做的事情
很普通，接警、引导报警人安全撤离、记
录、报给值班领导、通知辖区大队民警赶
赴事故现场、 落实救援反馈……周而复
始却人命关天，容不得丝毫差错。入警以

来最忙的一天，他接处警800余起，导致
一周间歇性耳鸣。

湘西支队地处湘、鄂、贵、渝交界山
区，地形复杂、天气多变，是我省高速西
部枢纽。 花垣茶洞收费站去年日高峰车
流量达1.3万余台。2013年因高速公路里
程增加， 一批跟张芮铭一样的青年通过
层层选拔，穿上藏青色警服，当上了高速
公路警察。

一抹藏青色，坚守大山深处。 吃住在
营房，24小时轮班值守。偶尔进趟城，最近
也有几十公里。 遇上雨雪冰冻，全员取消
假期。 张芮铭说：“我是本地人，深知同事
们的艰难，逢年过节，想让外地来的兄弟
们回去陪陪家人，所以主动申请值班。”其
实，这个开朗的大男孩也有不为人知的艰
难，家中老母亲日日对他翘首以盼。

2014年1月14日， 经过3个多月训
练，张芮铭去警队报到，临行前问父亲：
“我当了警察，很多时候不能陪在你们身
边，怎么办？ ”父亲说，儿子，自古忠孝不
能两全，对父母尽孝是孝，对国家尽忠更
是大孝！

然而不久， 父亲因一场意外不幸去
世，这番话成了张芮铭和父亲的永诀。

烈日炎炎值守在卡口， 寒风刺骨巡
逻在路上，新春佳节护航在值班室，父亲
的话常回响在张芮铭耳边， 尽忠职守就
是他的选择， 藏青色警服就是他青春的
颜色。他说，也许我的青春不如很多同龄
人色彩斑斓，但作为一名交警，守护着千
家万户路途平安，倍感光荣和自豪。

行进在高速公路上， 看到这抹藏青
色，一种踏实安稳的感觉油然而生。 省高
警局局长欧阳纲良告诉记者，守护着我省
5700多公里高速公路平安的队伍是一个
青春的群体，他们的平均年龄仅28岁。

据统计，今年春节期间，湖南2400
名高速公路警察三分之二以上坚守在一
线。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陈雍容 袁林妹

“好好好！ 好好好!”正月初五晚，看
着狮子灯逐级登上四层高的方桌顶，做
着惟妙惟肖的各种动作，78岁的忠实粉
丝田大进连声称好，“这就是八家塘狮子
灯的招牌动作，还是那个味，已经20多
年没有看到了，沉寂多年的狮子灯又‘复
活’了！ ”

舞狮子灯是辰溪县修溪镇八家塘村
的古老传统，起源于唐朝。表演要配上优
雅的年鼓、铜锣、钹等乐器，还配上一些
人物色彩和道具， 表演中有扮演年老者
的男演员、有扮演灯姑娘的反串男演员。
走在最前面的是鹅颈龙，象征吉年好运，
风调雨顺，走在最后的是吉祥鱼，象征年
年有余，财源滚滚。 在舞狮中，狮子摇头
摆尾、腾跃、挠痒、俯卧、打滚，栩栩如生、
惟妙惟肖、逗人喜爱。

狮子为百兽之尊， 古人将它当作勇
敢、力量和正义的象征，能驱邪镇妖，保
佑人畜平安，人们多在春节、元宵节及其
他重大活动舞狮子的习俗， 以祈望生活
吉祥如意、事事平安。 几百年来，八家塘
的狮子灯远近闻名， 包括田大进所在的
辰溪县辰阳镇大坪村、 周家人村及附近
的征溪口、乔子湾等20多个村，正月请
八家塘的狮子灯去耍耍成为过年的必备
项目，粉丝众多。

斗转星移！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打
工经济兴起， 八家塘村的青壮年劳力纷
纷“广东福建飞”。腰包鼓了，过年回家喝

酒打牌，舞狮子灯的劲头弱了。 到1991
年，传承了千余年的狮子灯停摆了。

这让80后的肖飞很痛心。 他从小看
狮、学狮、舞狮，十分喜爱。 每到过年，看
到一些村民沉迷于麻将扑克， 而舞了几
十代人的狮子头却沉睡在箱子里， 心里
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让狮子“复活”。

大学毕业后， 肖飞在县城医院当了
一名麻醉师。 2013年腊月，他与村里舞
狮子灯的长辈及年轻人商议， 要唤醒沉
睡20年的狮子灯，将村民从麻将桌上拉
下来，丰富节日生活。但因村里的退耕还
林和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分配存在问题，
村民对当时的村里有意见， 闹得不可开
交，村民们心不齐气不顺，舞狮子灯的事
自然是没了下文。

转眼到了2015年，在县镇两级纪委
的协调处理下，事情得到解决。村民心齐
气顺，羊年冬月，肖飞在村里的微信群里
说出自己的想法， 得到后生们的一致赞
同。 唐长欢、刘明良等10多名80后，腊月
初就回乡，初五开始练习。

肖飞掏腰包2万多元， 购买舞狮道
具和衣服。 在村里老师傅肖典常等人的
悉心指导下，猴年正月初一出灯，初二晚
邻村水冲头， 初三晚在辰溪县城刘晓公
园广场表演，引起了轰动。

修溪集镇、周家人村、大坪村……一
些几百年的老“主顾”纷纷找上门来，要
求进村表演。

“我们的表演日程已经排到元宵节
了， 现在到我们院子看看， 看谁还在打
牌！ ”资深狮子灯师傅徐祖兴笑着说。

春节期间零售额
同比增长11%
� � � �
�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
春节除了是团圆归家的节日， 也是人们购
物休闲的日子。 猴年春节期间， 全省城乡
市场商品丰富， 货源充足， 价格稳定， 消
费活跃。 据省商务厅对全省554家零售、 餐
饮企业监测， 春节黄金周期间， 累计实现
零售额24.4亿元， 比去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增
长11%。

节前消费大幅增长，初五、初六消费场
所人气旺。 从腊月二十开始到腊月廿八，城
区各大超市、商场日营业额大增，达到平常
的2至3倍。 节日期间呈现前低后高态势，腊
月廿九和正月初一、初二，许多商铺都已放
假，大中型商场、超市也都提前打烊，人们纷
纷回家团聚。 到了初五、初六，大部分外出过
年的人们开始返城， 上街购物人流加大，新
年火爆市场得以延续。

市场商品供应充足， 价格相对平稳。
据省商务厅对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 节日
期间主要市场的粮食、 食油、 猪肉、 蔬菜
等商品价格基本稳定。 其中， 粮食零售均
价5.12元/公斤， 猪肉精瘦肉零售均价30.93
元/公斤， 牛腿肉零售均价61.91元/公斤，
羊腿肉零售均价53.99元/公斤， 蔬菜批发均
价5.62元/公斤， 水果零售均价7.63元/公
斤， 水产品零售均价23.99元/公斤。

此外， 从各市州反馈的信息来看， 今
年春节黄金周市场秩序良好， 省商务厅没
有接到流通领域消费安全事故的报告。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春节日益成为人们集中消费的好时机，有
人形容春节生活就是一列火车发出的声音：“逛
吃逛吃逛吃……”

2016猴年春节黄金周消费品市场，“猴元
素”、“年夜饭”、“洋年货”等成消费热词。

新衣服、新手机，
“猴元素”节庆商品热销

“过新年，穿新衣” ，省内各大商场，冬装销
售依然红火。据统计，岳阳市百盛商贸有限公司服
装类销售额同比增长6.2%， 常德市春天百货的服
装销售同比增长7.5%。步步高集团表示，各大卖场
女装、鞋类仍然热销，“口红经济”经久不衰。

80后已迎来结婚“高峰期”，婚庆用途的珠宝
饰品、家电等，也在新春的市场火了一把。 据统计，
岳阳市周大福金店金饰品专柜销售额同比增长
13.8%，娄底市智能手机、电脑类产品、智能冰箱、
智能电视在春节期间销售额同比增长20%。

猴年春节，应节的食品、时令礼品、土特产、
高档水果、烟、酒、礼包等依旧好销，红灯笼、福
字、春联等传统商品销售仍然红火，不过，各种
带有猴形象、猴图案的挂件、配饰、装饰品更加
走俏。“和猴王一起，过金猴祈福年”，步步高集
团春节期间举办了“猴王大会”，“猴元素”让步
步高旗下各商场超市人气爆棚。

年夜饭、团圆宴，各种饭局吃起来
除了逛，还要吃。 春节期间，越来越多的家

庭节日饭局已不再是“炊烟袅袅”，而是“走出

去、吃饱归”。 年夜饭、团圆宴、婚宴、同学会、同
乡会等，各种饭局吃起来，酒楼食肆生意火爆。

各大餐饮企业适时推出了不同档次、 不同
品位的餐饮品种和经济实惠的新春家宴， 满足
不同层次消费者的就餐需求， 并且增加了具有
“年”文化寓意的特色菜和主题年夜饭。 岳阳市
监测的2家重点企业，春节黄金周餐饮业营业额
在138万元左右，同比增长约4.5%。

品质、绿色、多样化，
进口年货成“新宠”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年货的品种也
在变化，年货档次不断提高。

阿根廷鱿鱼、东海淡墨鱼、进口水果、进口
红酒……有机食品、 进口年货逐渐成为年货新
选择，沃尔玛、步步高、友阿等大型卖场的进口
年货销售显著提高。

本土零售商步步高集团和友阿集团在今年
“洋年货”市场大展身手。 节前，步步高集团通过
湘欧快线步步高号专列进口了价值5000万元的
食品， 春节期间在云猴全球购和步步高实体门
店正式上架销售。 据步步高集团总裁陈志强介
绍，消费者对名烟名酒保持着“理性”消费的态
度，而对进口食品的需求大增，正月初七适逢西
方情人节，进口巧克力、糖果备受青睐。 与此同
时，友阿集团也在长沙友阿奥特莱斯开启了“进
口年货节”，来自十余个国家、超过500个国际知
名品牌的数千种商品参展销售。

此外，越来越多人在春节购买鲜花植物，放
置家中或赠送亲友。 由于气温走高，兰花、杜鹃
等鲜花提早盛开，装点着湖南人的春节。

高铁出行旅客大增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曾

勇 谭石平）正月初六，是往外走“热门日”，乘高
铁出行的旅客大幅增加。在长沙南、怀化南、娄底
南、衡阳东等站，乘坐高铁出行呈井喷现象。

据广铁集团发布， 广铁今天共发送旅客
132万人次， 其中高铁发送旅客78万人次，占
比近六成。

高铁“一日达”，给“北上广”邻近省份旅
客创造了极大便利。许多旅客表示，之所以选
择坐高铁返程，不仅乘车环境更舒适，而且还
可以在家里多待一天，相当于“延长”了假期。

随着高铁网络日益完善， 今年春节乘坐
高铁出游成为一种时尚。 娄邵线开通动车组，
今年春节到邵阳崀山的游客大幅攀升； 在沪
昆高铁的带动下， 春节期间伟人故居韶山每
天游人如织。

从正月初四（2月11日）开始，京广高铁湖
南沿线各站往广东方向， 每趟高铁动车组基
本满员。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徐典波
通讯员 吴芳 袁芳

“爸爸不见了！爸爸不见了！ ”2月13
日凌晨4时48分，岳阳火车站2站台一名
小女孩的哭喊声，打破了车站的片刻宁
静。

循着哭声，岳阳火车站值班员李勇
刚赶上前询问得知，小女孩名叫小玉米
（化名），是华容县人，今年8岁。她打算随
外出务工的父亲乘坐K1295次列车前往
南方。小玉米哭着说：“上车的人太多，走
着走着就爸爸不见了，列车却开走了。 ”

得知情况后，岳阳火车站迅速行动，
李勇刚旋即用电话和K1295次列车长取

得联系，找到了小玉米的父亲刘先生。列
车长决定让刘先生在长沙站下车， 并联
系车站工作人员安排刘先生即刻返回岳
阳。

小玉米得知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便
乖乖地等爸爸。岳阳火车站派出李贞等3
位工作人员专门陪护， 为小玉米准备了
丰盛的早餐，还陪她做游戏，聊天解闷。

“感谢你们这些恩人！ ”9时许，刘先
生乘坐K436次列车返回岳阳，在客运工
作间看到“失而复得”的女儿，感动得热
泪盈眶，连声道谢。

11时30分，客运员把小玉米父女俩
送上K6603次列车， 他们高高兴兴踏上
了去往南方的旅程。

坚守高速公路的一抹藏青色

80后“复活”千年狮子灯

岳阳、长沙火车站爱心接力———

“小候鸟”找回“爸爸”

高速公路总车流量增加18%

长常高速为何特别拥堵

飞机票一票难求
含液体多的剁辣椒、豆腐乳要打包托运

春节“逛吃”新风尚

� � � �
� � � � 2月13日， 长沙火
车站， 旅客依依不舍
地惜别家人和朋友，
踏上返程的旅程。 当
天是正月初六， 随着
春节长假的结束， 各
地迎来节后客流返程
高峰。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返程

张芮铭 图/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