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杯姜茶暖归人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芳 袁芳

“欢迎回家， 给您送福了。”
“来杯姜茶祛祛寒。”2月1日， 春运
首日，岳阳火车站张灯结彩、喜气
洋洋，洞庭春志愿者把热气腾腾的
姜茶递给旅客，还送上春联和“福”
字，让旅客感受“家”的温暖。

记者见到，开展志愿服务的有
老有少。 岳阳车站负责人介绍称，
车站组织10名青年志愿者送姜茶，
9名满头银发的关工委的老同志和
6名车站职工的孩子送“福” 送春
联。这批小志愿者中，最大的12岁，
最小的才7岁。

当天， 岳阳车站送出对联和
“福”字300对，暖手宝100个。小志
愿者张文博说：“我要把这次活动写
在日记里，虽然辛苦但很有收获！”

李夏涛 黄巍 孙彪

2月1日， 春运首日。
凌晨5时40分， 在怀化火
车站内，由怀化开往重庆
北的K202次快速列车即
将发车。

怀化火车站“满香服
务中心”的4名工作人员，
小心翼翼地将一副担架
往K202次车卧铺车厢上

抬。担架上的老人，两眼湿润，低
声说着“谢谢”。

老人叫杨六喜，今年80岁了，
多年瘫痪在床， 此前一直住在辰
溪县康复医院。 老人的女儿叫杨
元，远嫁重庆市綦江县。因为父亲
瘫痪无人照顾， 杨元此次特意回
来将其接到重庆去疗养。

杨元说，原本购买了1月30日
回重庆的高铁票， 因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高铁停运了。杨元赶忙改

购了1月31日去重庆的K4172次
普速列车，坐着“120”急救车来到
怀化火车站。

看见4人用担架抬着老人往
候车室走，怀化火车站“满香服务
中心” 工作人员刘瀞徽立马上前
询问。“您购买的K4172次列车属
春运加开的临客列车，没有卧铺，
10个小时的车程， 老人恐怕难以
坚持。”刘瀞徽了解情况后说。

“这可怎么办啊？”杨元急得
哭了起来。“您别急， 我来帮您想
办法。”刘瀞徽立刻用对讲机联系
售票工作人员， 查询怀化至重庆
北站的余票情况。

对讲机那头传来好消息：2月
1日怀化至重庆北的K202次列车
有卧铺余票。征得杨元同意后，刘
瀞徽帮她办理了退票， 改签了
K202次列车。 此时已是1月31日
下午6时。

K202次列车发车时间是2月
1日凌晨5时49分， 刘瀞徽和同事
李莉霞帮忙将老人抬至爱心候车
室。 车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唐
文联也赶来看望， 并打电话给
K202次车列车长和重庆北站方
面， 请求做好接待和服务工作。2
月1日5时40分，唐文联、刘瀞徽和
李莉霞不约而同地来到爱心候车
室，护送杨六喜老人登上列车。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张环 ） 包括老人小孩在内，
101位浏阳北盛老乡返乡过年， 刚下
高铁站，就有人递上一杯热乎乎的豆
浆，用亲切的家乡话嘘寒问暖。这是
昨天凌晨，长沙火车南站出站口出现
的暖心一幕。

北盛镇有不少人在广东佛山张
槎镇从事棉纱业，买票难是大家每次
回家过年都要经历的一个难题。前不
久，在北盛镇党委、政府主导下，由北
盛镇佛山流动党支部和浏阳佛山棉
纱行业协会摸底，决定组织有需求的
101名老乡集体回家。 行动也得到长
沙银行浏阳支行的积极响应， 赞助4

万元为老乡们购买回家的高铁票，并
安排大巴车打通他们回家的“最后一
公里”。

“今年回家不但很快，还省去了
自己买票的麻烦。” 北盛镇亚洲湖村
的田朝展在佛山打工已有6个年头，
这是第一次乘坐“爱心大巴”和“爱心
列车”回老家过年。

从佛山到浏阳七八百公里，老乡
们全程享受无缝对接的“零换乘”：从
佛山到广州南，有爱心大巴免费送到
高铁站内；到了长沙南，又是爱心大
巴护送到北盛镇政府；在那里，还有
村干部和志愿者等着深夜开车，送他
们各自回家。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李亚宁 陈自力）“2018年春
运，是党的十九大闭幕后的第一个春
运，也是铁路局实施公司制改革后的
第一个春运。我们要认真贯彻‘平安
春运、有序春运、温馨春运、让旅客体
验更美好’ 的春运工作理念……”在
今天召开的广铁集团株洲机务段春
运动员会上，段党委书记黎巍不停宣

讲着今年春运的意义。
广铁集团株洲机务段，担负着京

广、沪昆、湘桂等干线客货列车牵引
任务， 是京广线南端牵引任务最繁
忙的机务段。进入1月份以来，该段
秣马厉兵，迎战2018年春运大考。按
照广铁集团临客列车加开计划，该
段目前对313台机车的全面体检已
经接近尾声。

为确保春运安全万无一失，段里
成立“春运安全风险研判小组”，前期
多次征求了一线机车乘务员的意见，
然后再由专业科室组织集中研判。为
充分调动1800余名火车司机战春运
的积极性， 该段还专门筹措资金150
万元，设立了“满勤奖”和“星级增
奖”， 对春运中出满勤的司机按照人
均400元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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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孔艳 寇冠乔

18台摆渡车可实时查看航班
信息， 候机大厅增设补打登机牌
柜台和晚到旅客紧急柜台， 旅客
到达行李运输过程现场直播……

2月1日，春运大幕开启。今年
春运期间，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旅
客吞吐量预计达283万人次，同比
增长10%。

当天， 黄花机场不少乘机旅
客向记者反映：今年春运，机场的
服务体验更智能、更贴心了。

现场直播到达行李运输，
旅客实时“监督”防乱扔
“这个服务是我第一次在中国

的机场看到。”1日上午， 一名日本
旅客下飞机后，走到行李转盘处时
看到， 传输带的上方有一块显示
屏，正“现场直播”行李运输过程。

这是长沙黄花机场在今年春
运期间， 率先在全国推出的到达
行李直播服务。

屏幕上显示， 这名日本旅客

的行李被搬运人员从行李车上小
心地搬下来，轻放于传输带上。不
一会儿， 行李就被传送到了转盘
处。只见一件件行李整齐摆放，把
手统一朝外。

“通过这个视频直播，我可以
看到自己行李的状态， 不用担心
被乱扔。”长沙的一名杂志编辑张
先生感慨：“整个过程全公开全透
明，点赞。”

黄花机场介绍， 目前到达行
李直播服务已全面覆盖长沙机场
国内国际到达行李提取处， 其中
国内到达厅有6台可视画面，国际
到达厅有2台可视画面。

当旅客在行李托运提取遇到
困难时，机场还将有专职“行李管
家”主动靠前，提供一对一服务。
记者看到，每个行李提取处配备2
名“行李管家”，机场将根据航班
密度和客流量，实时调整“行李管
家”人数。

机场停车场可“扫码”缴费，
未来将推“无感支付”
自动识别车牌、 抬杆进车、

手机扫码支付停车费……春运
首日，长沙机场进入智慧停车时
代。

“过去，开车进入停车场首先
要取卡，遇上车多要排队。现在不
用取卡，车到后自动抬杆；车开出
后，也不用交现金，微信一扫就缴
费了。”车主刘先生兴奋地说。

黄花机场介绍，1日起， 长沙
机场停车场全面上线智慧停车系
统，车辆通过自动识别车牌，快速
进入停车场， 比取卡进入的速度
提升2倍。

当车主驶离停车场时， 不仅
可现金支付停车费，还可通过刷银
联卡，或者微信扫码支付，可极大
提高停车场进出通行效率。

记者了解到，今年，机场还将
升级停车场的智能体验， 将推出
“无感支付”方式。届时，车主只需
将自己的车牌与支付宝账户绑
定，车辆离开停车场时，系统将自
动从绑定账户中扣除相应停车
费。也就是说，车主不用开车窗或
下车进行任何支付动作，就可“秒
离”停车场。

�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龚震 张韬）今天
是春运第一天。 广铁集团发布消
息： 春运首日共发送旅客118.6万
人次，同比略有增长。其中高铁发
送旅客占比近7成， 达80万人次，
同比增长10.8%。

记者当天下午在高铁长沙南

站看到， 大厅内检票的旅客排起
了五六米长的队伍， 在人脸识别
自助进闸机前增加了工作人员为
旅客指导进站。

长沙南站介绍，相比往常，今天
客流略有增长，但没有出现客流拥挤
现象，站内总体秩序井然。预计2月
10日迎来第一轮春运高铁客流高峰。

广铁集团预计， 今年春运期
间将发送旅客5420万人次， 同比
增长8.5％。其中，广铁管内10多条
高铁发送量预计将首次承担广铁
春运三分之二的运量。

2日，广铁集团计划加开临客
列车59趟，分别开往川渝、湖北、
湖南、江西方向。

春运进行时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2月1日，省公安厅在
长沙举行全省春运启动日执法和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今年春运从
2月1日至3月12日， 公安交警将多举
措保安全、保畅通。

据悉，春运期间将开展春运驾驶
人资格审查，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
人死亡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交通违
法记满12分的，以及有吸毒史、酒后
驾驶、超员20%以上、超速50%（高速
公路超速20%）以上，或者12个月内
有3次以上超速违法记录的客运车辆
驾驶人进行一次清理，并通报交通运
输管理部门， 督促客运企业予以解
聘。对“两客一危一校”等重点车辆开
展一次安全检查，客运车辆逾期未检
验、逾期未报废的，要抄告当地交通
运输管理部门，督促相关运输企业严
禁此类车辆参加春运。对近3年来冬春

季事故多发路
段进行逐一排
查，将发现的隐
患通报相关部
门，积极推动隐
患“清零”。

同时 ，重
兵 把 守 京 港
澳、沪昆、长张
及环长沙周边
高速公路 ，加
强容易发生拥堵路段
的疏导管控。加大对易
起雾、易结冰、易拥堵路段和
时段的巡逻管控力度，确保干
线高速公路、国省道安全畅通。对韶
山毛泽东铜像广场纪念活动、南岳庙
会活动等群众自发的新年活动，加强
交通组织，落实管控措施，坚决防止
发生伤亡事故和严重交通堵塞。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刘思宁）2018年春运今日开
启，湖南高速交警推出“随手拍”违法
举报活动，倡导广大车主文明出行。

据介绍， 关注湖南高速警察官
方微信， 当高速公路上出现车辆占
道、违停、客车上下客等违法行为，
可立即拍照，点击“违法举报—随手
拍”进行上传，举报信息经民警审核
录入后， 可立即获得30元政务微信
红包的奖励；对于无证驾驶、超员、
酒驾、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可通过
“违法举报线索举报” 进行上传，如

查处成功，可获200元政务微信红包
奖励。

同时，湖南高速交警提醒，举报
时间与违法行为发生时间相隔不得
超过24小时；违法行为的发生地点为
湖南省内高速公路；举报人在拍摄交
通违法行为时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不得在驾驶过程中或其它有碍交通
安全的情况下拍摄。

据悉，2017年湖南高速警察官方
微信共接到群众举报信息超过18.7
万条，通过严格审核，受理举报9万余
条，发放微信红包270余万元。

长沙乘飞机
更智能更贴心

春运首日广铁发送旅客破百万
高铁客流占近七成

瘫痪老人乘车记

广铁株洲机务段全力迎春运大考

暖心！浏阳接101名老乡
回家过年

公安交警多举措
保春运安全畅通

有红包！

高速交警邀您“随手拍”违章

� � � � 图① 2月1日， 长沙
火车站，旅客带着小孩拖着
行李小跑上火车。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孙洁 摄影报道
图② 2月1日， 长沙

绕城高速黄花塘收费站，高
速交警宣传春运安全知识。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图③ 2月1日下午，

岳阳开往长沙的G485高铁
列车上， 一位老人突发疾
病，列车员通过车上广播寻
找医务工作者，同时用车上
配备的医药箱为老人检查，
几名热心旅客纷纷赶来施
救。 通过及时有效的处置，
老人病情得到了改善。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图④ 2月1日，长沙火
车站，旅客背着大包小包行
李进站。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孙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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