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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被称为“史上最难
抢票年”。根据相关机构发布
的数据，今年最难抢票时间将
出现在2月 13日（腊月二十八）
左右，其次是 2月 10日（腊月二
十五）。春运已经开始，现在还
没有买到火车票的，不妨试试

“捡漏”。
铁道部规定，提前15天（不

含）以上退票的不收退票费，取消
出行的旅客多会选择这个时间点
退票。因此，开车前15天是退票
高峰期。其次，开车前48小时到
24小时，夜间22：00-23：00，也
都是退票高峰期。

如果买不到直达车票，可以
考虑购买中转、换乘的车票。也
可以试试跳站买票，意思就是如
果没买到想要的区间票，可以试
试购买终点站前后的站。买短
坐长，上车补票即可；买长坐短，
要负担部分损失。

此外，还要关注临时列车。
比如“今年春运，郑州铁路局将
开行图定列车及临客列车共
552对”等相关信息。临时列车
的车票不受预售限制，一旦确定
开行就会发布公告，并在第一时
间放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要防止
自己急于购票的心理被不法分
子利用。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
购买火车票，例如12306官方网
站及手机客户端、车站自动购票
机、火车站车票销售窗口等。不
要随意下载“抢票软件”，尤其是
付费的软件、“套餐”等，虽然大
多号称“保证有票”，但实际效
果存疑，还可能造成个人信息
泄露。此外，也不要轻信陌生
人声称的火车票代订代购业
务，不要随意转账、汇款。一旦
发现被骗，应保存好相关证据并
及时报警。 （本报综合）

日前召开的全省春运电视电
话会议预测，今年春运期间，我省
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1.63 亿人次，
铁路、民航运输预计发送旅客量
同比将分别增长 17.2%和 28%。
而省春运办有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我省交通网络日趋完善，春运
压力有所缓解，“舒适回家”将成
为今年春运的一大特点。

海南小伙儿黄河，在开封一
所高校念书，“每年都要从郑州坐
火车回家，大概要坐 30 多个小
时。”提到这两年春运的变化，他
觉得改进的地方还是有目共睹
的。“首先是购票和改签都更加便
捷了，可以直接在手机或电脑上
完成。候车厅的卫生清洁工作也
做得越来越好了，环境比以前舒
适多了。听说今年开封火车站还
更换了新的候车座椅。”

已经读大四的小黄选择在老
家实习，因此早早回了海南，避开
了春运。虽然今年不用抢票了，
他还是希望火车票预售期可以增
加到 60天，以便需要出行的人提
前购票。而他的同学、来自甘肃

的苟敏，今年仍然要加入春运返
乡的大潮。关于近两年春运的变
化，小敏印象最深刻的也是购票
比以前方便多了，不过她也建议，

“高铁班次越来越多是件好事，但
对于经济并不宽裕的学生来说，
如果春运期间能再多加开一些普
铁列次就更好了。”

当然，除了火车、飞机和长途
客运汽车，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观念的更新，拼车、自驾、
骑行等多样化的返乡方式，也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着春运高峰时段
的压力。一些新兴互联网公司
更是瞅准商机，推出“春节顺风
车”计划，为出行的人们提供了
新的选择。

从“一票难求”到“有票回
家”，再到“舒适回家”；从“70后”

“80 后”，再到如今“90 后”成为
春运的主力军；从在车站和代售
点排长队买票，到使用网络平台
和人工智能抢票……一切都在悄
悄变化，在新时代里，春运也有新
气象。

出发吧。一路平安。2

□孙士宏

去年初，随着学校期末考试
阅卷评卷工作的结束，我在新疆
哈密的三年援疆支教生活也画
上了圆满的句号。终于，我可以
返回河南与家人团圆了。适逢
春运，我也像其他同事一样，早
早刷到了回去的火车票。

在感动和不舍中，我与当地
的同事和学生告别，带着激动和
期待，登上了开往郑州的火车。
归途中，我给家人捎带了两条新
鲜的羊腿。列车员得知后，热情
地给我找了一个通风好的过道，
以免羊腿变质。

列车一路向东南驶去，广阔
的戈壁滩出现在视线中。色彩
单调的雪后大地上，散布着星星

点点的绿色和枯黄。山脉时高
时低起伏而过，灿烂的阳光不时
穿过车窗，照在人的身上。这仿
佛无边无际的美景，为漫长的旅
程平添了许多愉悦。

同行的乘客们欢笑着，交谈
着。坐在我对面的，是位在疆工
作多年的老矿工，很健谈。他讲
到罗布泊和坎儿井的神奇，还谈
到了河南人为援建新疆作出的
无私贡献……火车外边的温度
极低，车厢内却温暖如春。

3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之
后，列车终于要到站了，我却在
座位上久久不愿起身。这是一
次漫长的归家路，但又何尝不是
一幅动人的返乡图。如今，一年
多过去了，回想起这趟旅程，依
然历历在目。7

难忘的旅程

平安是福
□邓丽星

那一年的春运路上。小雪，
天寒地冻，汽车缓慢爬行。看
来，原本 4个小时的返家路程，
至少要多走 2个小时了。家人
说要等我一起吃午饭，没想到却
碰上这种鬼天气。

过了一会儿，车竟然停了。
看到前面长长的车队，想着是堵
车了。一开始，大家还耐心等
待，但1个小时过去了，却没一点
儿动静，这种寂静让人不安起
来。

突然有喇叭声传来，往外
一瞧，左边右边都有车从我们
的车边开过，对面也有车岔道
儿逆行过来。大家就更着急
了，纷纷催司机插队。司机对
大家说：“都想着往前挤，哪还
有秩序？没了秩序，最后谁也
走不了。”很多人指责司机太磨

蹭，胆小怕事，司机仿佛没听
到。

终于，前面的车动了，我们
的车也跟着走。走了一段路，发
现前面出了车祸，两辆不按道儿
走的车撞在一起，驾驶室都变形
了。看到这种情况，我心头一
惊。车仍在慢慢爬行着，却没有
一个人再指责司机慢了，大家安
静了许多。

傍晚近 6点，我们才到站。
下车时，司机对我们说：“很抱歉
让大家这么晚回家，但不管怎
样，我还是把每个人平安带回了
家。速度不是福，平安才是福。
这次平安就是我送给大家的福
吧！”听着他这些话，大家不由自
主地鼓起掌来。

回到家，天已黑。母亲说：
“晚点儿没关系，平安就好。”平
安是福，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
里。7

“捡漏”攻略

□本报记者 赵大明

2月1日，春运拉开大幕。
40天左右的时间里，3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春运，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

大迁徙。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在火车、汽车的售票窗口前，在列车停靠的站台上，你可以看到最丰
富、最生动的中国面孔。团圆时的兴奋欢呼，离别时的相拥而泣，每天都在上演。

它，似乎也是中国人坚韧不拔、互助互爱品质的生动写照。踏上旅途的那一刻，我们相信，哪怕历尽
千难险阻，也一定会抵达终点，因为身边有你、我、他。

春运，我们一起出发。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家，永
远是灵魂深处的召唤，是离乡游子
的港湾。在他乡再忙再累，春节期
间不回趟家，这一年似乎过得就不
完整。还记得那句很火的广告语
吗？“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也许
它还有句潜台词：混得再好，也要
回家。回家，才是最大的幸福。

时光流转，春运，渐渐成了中
国人乡愁的一次集体释放。

但俗话又说：“好事多磨。”曾
几何时，人山人海的春运洪流让人
心生惧意，买不到票、回不了家的
情况屡屡发生。2010 年的电影
《人在囧途》为什么火？因为它呈
现了许多观众最真实的春运感受。

老家在河南的“80 后”李明
伟，2001年到北京念大学，现在是
当地一家企业的技术总监，说起春
节回家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那
时候买票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为
了能买到票，我常常是提前几天去
车站排队。”李明伟说，那几年，北
京西客站买票的队伍总是排得很
长，排了几个小时的队，运气好的

能买上一张座票，运气不好的，白
等了几个小时连站票也没有。有
一年春运，手持站票的他被人群挤
在车厢的连接处，就那么一动不动
地站了8个多小时。“在城市生活，
人与人之间总有些距离感，但那些
年春运期间挤火车，可算是我与陌
生人最亲密接触的经历了！”他开
玩笑说。

平顶山叶县人黄永健今年55
岁了，是北京一家打工子弟学校的
数学教师。2011年春节前，老黄实
在买不到火车票，看天气还不错，
他干脆约了两个老乡，一起骑着摩
托车回家。早上 6点出发，晚上 7
点住宿，走走停停，3个人在路上耗
了 7天。“现在还会骑摩托车回家
吗？”面对记者提问，他笑了，“不会
了，骑车受罪呢，都是坐火车了！”
老黄说，现在手头儿比以前宽裕
了，都是先从北京坐卧铺到漯河，
再转汽车到叶县。看到有老人或
带孩子的妇女，老黄还会主动把下
铺让出来，“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帮
他们一把，自己也心安！”

春运期间，从上百里到几千
里，无论回家的路是短还是长，绝
大多数人还是能够平安顺利地回
到老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有一
群人在默默付出。

郑州客运段普速车车队，42岁
的刘永臣已经为铁路事业奉献了
22个年头。成都、呼和浩特、银川、
西宁等路线，都曾留下他忙碌的身
影。这些年来，除了做好一般的乘
务工作，还有很多事等着这位列车
长去处理。2014年春运的一天，宝
鸡到略阳段的列车上，凌晨 3点钟
左右，一位孕妇临产，刘永臣立刻
联系客车调度部门申请加速，最
终，列车提前40分钟到站，孕妇被
及时送上了在站台等待的救护车，
到医院后顺利分娩。“每年春运都
会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我们要
比平时辛苦一点儿，但看到乘客
和家属脸上感激的笑容，我们觉
得挺值得！”

今年春运，刘永臣被分配到了
郑州到西宁的临时客车上，大年三
十走，到初四才能回来。看来，他
今年又没法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
了。对此，他的同事、老家郑州的

“80后”列车员李雯静也是感同身
受。她的丈夫也是铁路职工，结婚
7年来，他们春节的团聚时光只有
一次。不过，李雯静说，到了除夕
那天，她和同事会为旅客准备饺

子，也计划着在车上举行个小小的
联欢会 ，“这样的话，也不算太孤
单啦！”

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动车、
高铁逐渐成了承担春运任务的生
力军。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虹桥
二 组 车 长 王 慧 曾 是 一 名 军 人 ，
2007年开始在动车上工作。那年
春运的一天，列车刚刚驶出郑州
东站，一位浑身酒气的乘客就开
始找茬儿。退伍不久的王慧以前
也是个急脾气，但她还是说服自
己冷静下来，和颜悦色地跟那位
乘客摆事实、讲道理，后者自知理
亏也不再言语。过了一会儿，他
偷偷给王慧塞了一张纸条，写着：
不好意思，今天是我不对，我向你
道歉。那一刻，王慧感到，能把一
件小事处理好了，对自己来说也是
一种成长。

跟随车长王慧一起成长的，还
有她年轻的团队。22岁的列车员
薛孟浩，与乘客沟通时越来越耐心
细致。27岁的乘警孙杰，不止一次
地帮乘客找回不慎丢失的财物。
王慧说：“用心去感受，才能把事情
做好。将心底的小爱慢慢传递出
去，才能汇成大爱。”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
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出行的路
上，对辛苦付出的人们多一些尊重
和体谅，你的回家路会更加温暖。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感谢有你，默默奉献

“铁”网铺开，出行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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