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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 ，2013 年 春 运 正 式 启
动，全国铁路客运量预计2.2亿人
次，同比增加993万人次，增长
4.6%，日均561万人次，高峰日达
700万人次左右。在上海，由于尚
未到客流出行高峰，因此首日铁
路、公路客流总体都比较平稳。记
者昨日在上海站现场采访了解
到，春运首日实名制验证比较顺
利，个别没有身份证的旅客也及
时办理了临时乘车证明。

春运首日中，本报记者兵分
几路，在采访了四川、河南等热
门方向的旅客后发现，随着时代
的发展，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却
很难适应网购车票、电话订票的
潮流，传统方式购票仍是不少人
的选择，而在本市不少公益性的
购票网点，却因为知晓度不高，
只能被“ 束之高阁”。

本报记者 刘春霞 章涵意
柏可林 马鈜 陈轶珺

实习生 黄骞文

春运车票
何时不再
一票难求

长途南站2月9日（ 除夕）的
车票将于2月2日起出售，车站营
业时间是6：00~22：00，但通过网
上（ 官网www.ctnz.net）购票将实
行的是24小时售票方式。具体春
运咨询热线54353535还提供送票
上门服务。

》提醒

长途南站除夕车票
将于2月2日起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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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运，昨日“ 走你”
■全国铁路客运量预计达2.2亿人次
■部分外来务工者难以适应网络购票
■志愿者网点因宣传不够少人问津

铁路：2月5日以后车票略显紧张
昨天上午，记者在上海站看到，虽

然春运已经启动，但广场上的人并不算
太多，而各个候车室里也没有“ 人满为
患”，个别候车室甚至有多排座椅空
着。铁路部门透露，春运首日铁路客流
总体比较平稳，上海地区全天发送旅客
约25.5万人次，计划增开临客35对。其
中，上海站发送7万人次、上海南站发送
4.6万人次、上海虹桥站发送8.9万人次。

今年春运，上海站继续实施100%

实名验证制度，截至下午5时，共有46名
旅客在查验过程中因人、票、证不统一

受阻，其中11名旅客未带身份证件，35

名旅客用他人身份证购票，其间未发现
旅客持黄牛票进站的情况。车站售票处
公安制证点为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
旅客办理临时身份证明209张。

从目前的剩余车票情况来看，1月
30日前上海开往川渝、云贵、西北、东
北、广西、江西、湖南、湖北、中原方向的
部分列车尚有少量无座余票；2月3日以
前开往福建方向、2月8日开往安徽省内
部分方向有剩余车票；2月4日以前京沪
高铁有较多余票、2月5日以后车票略显
紧张；沪宁沪杭高铁、甬台温及浙赣方
向余票较多。

公路：两大车站迎来购票高峰日
昨天早上6点14分，长途南站的春

运首班车载着21名旅客发往江苏响水；
8点56分，首班春运加班车也载着49名
旅客开往福建政和。

记者从长途南站了解到，春运首日
南站客流比较平稳，共发送班次1050

班，发送旅客2.3万人次，其中加班车32

班，加班集中的方向主要是安徽、江西
和福建三省。南站方面预计，2月2日至8

日将是春运客流高峰期，届时单日发送
旅客预计将达4.5万人，而2月9日客流
将有所回落。

与相对平稳的出行客流相比，由于
正逢双休日，春运首日长途南站、长途
总站都迎来了春运购票高峰。长途南站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南站已售出11万
张春运预售票。

长途车站提醒旅客，越临近春节，
车票会越紧俏，尚未购票的旅客最好尽
快购票。此外，旅客千万不要在站外购

“ 黄牛票”或与陌生人搭讪购票，以免
上当受骗。此外，春运第一天，长途南站
的新浪、腾讯、新民的官方微博已推出

“ 爱在旅途”春运专线，通过微博将票
务、气象、交通、加班等信息告知广大回
乡旅客。

人物：门老伯 列车方向：河南

购票经历：

元旦过后开始打听
但火车票还是买晚了

昨天上午9点多，铁路上海站9号候
车室里，57岁的门冲法静静地坐在椅子
上候车，此时距离他乘坐的K1106次列
车发车还有6个小时。孤身一人在上海
打工的门冲法不识字，不会打电话订
票，更不会上网，甚至连去代售点的路
都不认识。最终，是所在建筑工地的老
板帮他买到了一张无座票。

57岁的门冲法是河南南阳邓县人，
在外面打工已经十几年，打工的“ 足
迹”也遍布大江南北：在山西卸过煤，
在温州烧过锅炉，在无锡、苏州、昆山干
过建筑工地小工。由于为人朴实、干活
仔细，工地的老板很喜欢他，于是他也
跟着老板从昆山来到上海，在南翔的一
个建筑工地打工。

说起回家的火车票，门冲法说他元
旦过后就开始打听了，但因为不识字，
打听到的信息少得可怜———他不知道
可以通过网络和电话购票，也不知道
网络和电话的预售期比代售点早两
天，甚至不知道今年的预售期延长到了
20天。而即便知道这些信息，门冲法说
他也不知道怎么买，“ 我不识字，这些
都不会。”

在工地上，门冲法有很多四川、贵
州方向的工友，其中也有不少五六十岁
的“ 同龄人”。“ 他们有的是儿子跟着
的，买票就让儿子去买，还有的是几个
老乡一起去买，我一个人，和他们也不
是一个方向，也不能找他们帮忙买。”
至于代售点，门冲法说他不知道最近的
代售点在哪里，“ 想摸着去，怕迷路了

（ 没去）。”
最后，门冲法想到了对自己不错的

老板，就提前十五六天把身份证给老板
让他帮忙去买票，原本以为车票提前10

天开卖，肯定能买到一张硬座的，谁知
今年预售期延长到了20天，他买票时车
票早已开售了好几天，最终只买到一张
无座票。

尽管只是买到一张无座票，但门冲
法还是挺满足，而对于火车票实名制，
他也很支持：“（ 车票）用身份证买好，
没有票贩子。以前有票贩子，车票都让
票贩子弄去了，我们买不到票。”

人物：熊小姐 列车方向：四川

购票经历：

从杭州赶来坐直达车
不知能团队形式订票

在上海火车站外的广场上，聚着一
群在候车的外来务工人员。尽管火车站
的规定是提前三小时才能进站候车，但
这些搭夜班火车的回乡者仍旧早早来
到了火车站，从白天到黑夜，从正午到
日落。

十来个大包小包摆在脚边，被行李
袋簇拥在中间的女子小熊抱着孩子，四
下顾盼。她在等人，也在等车。

小熊在杭州一家工厂打工，一众老
乡提前20天一起订了票，预备搭乘昨晚
8点多上海到四川绵阳的火车回家。因
为杭州没有直达绵阳的车次，为了省去
中转的劳顿，昨天上午，他们一群人便
坐火车抵达了上海火车站。随后，便是
10多个小时的露天候车。

小熊说，同行的总共有8个老乡，分
散在杭州几家工厂打工，也算是个小团
队，但他们此前并不知道可以以团队的
形式订票。“ 应该也挺麻烦的吧，我们
反正不知道怎么弄。明年建议老板帮我
们集体订票好了。”小熊说，此行几个

人的火车票买得不算顺利。“ 都是托一
个老乡网上订的。26日的票，我们6日当
天就上网了。下午网上一刷，几乎都卖
完了。”

小熊回乡的要求比较特殊一些。和很
多“ 站着也能回去” 的外来务工人员不
同，小熊还得带着才11个月大的儿子文
文。这是文文第一次坐火车回老家。“ 带
孩子的话，长途车坐起来不方便，孩子要
吃喝拉撒，长途车上下车没那么容易。

小熊本来想着能够买到卧铺票就
好了，让孩子能睡睡，但是26日那天开
始售票，快车票立马就卖光了，慢车的
卧铺也眨眼就没了。“ 我们人多，要一
起坐车，一块儿买票，最后只能全买慢
车的硬座了。不过，好歹有个座位，总比
站着好。”

和很多人不同，小熊告诉记者，往年
的春运买票比今年还艰难。“ 以前有票
贩子啊，他们手里抓着好多票，我们都买
不着。只能从票贩子手里买高价票，抬价
太厉害，一张票要涨一半多，你想想我们
这么多人，多少钱落他们腰包里了。现在
好歹是自己买的票，不用加钱。”

人物：顾阿姨 列车方向：四川

购票经历：

传统购票看不到希望
年轻老乡帮忙去上网

昨天春运首日，上海火车站的站内
站外熙熙攘攘。一片人海中，来自四川
的顾阿姨和老乡们席地而坐成一个圈，
紧紧包围住十几个蛇皮袋，脸蛋被寒风
吹得红扑扑的。和千万春运大军一样，
他们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上次回家是去
年春节。

本月初，顾阿姨和老乡们接到老板
通知：“ 打工的毛巾厂25日起收工放
假。”于是，他们早早地盘算起回家的

行程，20个人计划抱团回家。起先，顾阿
姨并不知道火车票还能通过网络和电
话预订，只能趁中午休息时，去火车票
代售点老老实实地排队。谁知还没到代
售点，一眼就望到了长长的队伍，“ 至
少要排一个小时，我还要赶着上班，只
能作罢。”

回家的计划受阻，顾阿姨当天下午
闷闷不乐的，晚饭时和老乡聊天，这才
听说网上也能订票。“ 听年轻的老乡
说，能去网吧帮忙订票。”山重水复疑
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本月8日，好消
息便传来了：几个会上网的小伙子把20

个老乡的票子都买到了！
顾阿姨乐呵呵地感叹道：“ 网络真

是好东西，订票方便了许多。多亏了年
轻人思路灵活，省去了排队的时间！”
抢票比想象中顺利，但美中不足的是，
抢到的20张全是加班车票，其他车次的
都卖光了。

“ 41个小时，硬座。”虽然回家的旅
途注定漫长而辛苦，但顾阿姨和老乡们
依旧高兴得合不拢嘴。“ 和老乡聊聊
天，睡一觉，睁开眼就到家了！”顾阿姨
对硬件环境并不计较，毕竟春运是每年
都要经历的事，她早已习惯。

晚上8点半的车次，顾阿姨和老乡
们竟然一大早就赶到了火车站。“ 我们
从嘉定过来，怕路上堵。”顾阿姨说，身
边敞开的蛇皮袋里露出两碗方便面。老
乡们在一旁开起了她的玩笑：“ 她还不
是想家吗！老公和两个孩子都在四川等
她呢，一年没见面了！”

相比其他没买到票的人，顾阿姨深
知自己的幸运，“ 听说个别车间同事的
放假日期很晚才确定，结果火车票已经
卖光了，只能坐长途汽车回家。有些拖
家带口来上海的同事，干脆就留在这儿
过年。”以往的经验告诉顾阿姨，长途
汽车价格贵，遇上节假日还会在高速公
路上堵车。

为了解决外来务工人员购买春运
火车票难的问题，从2012年12月23日
起，全市300余家东方社区信息苑联合
上海铁路局，为外来务工人员推出免
费上网及网络订票指导服务。然而，春
运已于昨天拉开帷幕，回看这些志愿
者的服务点，近一个月来接待的外来
务工者却屈指可数。

东方社区信息苑提供无偿服务
东方社区信息苑致力于让大家可

以公益性上网，成人只要携带身份证并
填写好相关信息表就可以免费享受在
信息苑内长达10个多小时的上网时间。

每家信息苑的上班时间和下班时
间各不相同，但是记者走访的几家网
点为了配合外来务工人员上网抢票的
时间，都不约而同地提早了半个小时
开门，同时延迟了闭门时间。“ 我们正
常上班时间是9点，但是网上订票8点多

就开始了，不能让他们错过刷票的好时
间。”

据瑞金苑的工作人员沈女士介绍，
大多数的外来务工人员没有开通过网
上银行，所以工作人员不但需要教授他
们怎么使用电脑进行网上购票，还要帮
助他们去银行开通网上银行。沈女士告
诉记者：“ 有时候他们眼看都刷到票
了，但是却苦于没有网银，如果再出门
去办理说不定回来票子就被‘ 抢’掉
了。碰到这种情况我就会把我自己的网
银借给他们去用，节省他们的时间。”

一周仅接待几名购票者
上周六，一位安徽来沪打工的陈先

生来到五里桥信息苑，在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成功购买了四张2月7日从上海到
安徽宿州的火车票。事后，他在值班的
留言簿上留下了自己的感激。“ 对工作
老师的热情服务表示感谢，回去后会向

身边朋友宣传东方信息苑的订票服务，
让更多人享受到这一便捷的服务。”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许多前来订票
的外来务工人员大多都是看到了电视
上的宣传，才赶来的。通常只需要一个
工作人员坐班的信息苑，到了周末往往
会配置两三名志愿者以备不时之需，但
实际上前来信息苑求助购票的外来务
工人员少之又少。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或许
还是知道的人数不多吧。”五里桥苑的
孙女士脸上流露出一丝遗憾。她告诉记
者，仅该站点，每周只有1-2位外来务
工人员前来网上购票。

东方社区信息苑的一名负责人表
示，许多网点有的时候一天会接待七八
个人，有的可能一星期都没有，如何让
外来务工者得到更多的帮助，需要各方
面联动与宣传，否则单靠一个单位来进
行志愿服务，只能属于杯水车薪。

“ 每年春运其实状况都有改善，
我的基本判断是，今年的春运状况要
比往年好。”谈及春运购票难，也许
市政协委员、原上海铁路局局长刘涟
清最有发言权。他告诉记者，前几年
他在担任上海铁路局局长的时候，也
曾经被问及春运购票难的问题何时
能得到基本缓解。“ 我当时的判断
是，到2012年、2013年。” 刘涟清表
示，现在，春运期间从上海到周边一
些省市去基本没有问题，如从上海出
发到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购票难的
状况已经得到了大幅缓解。

“ 目前，买不到票的多是中、长
途乘客，如到云南、贵州、陕西、甘
肃、湖南、河南以西等地，票源较为
紧张。”刘涟清表示，铁路部门也在
千方百计解决这一难题，进一步挖
掘运输潜力，尽可能地将旅客运送
回家。“ 据我了解，铁路局已经安排、
增开了不少临客，这在很大程度上
缓解了春运期间回家难的问题。”

作为一名曾经的铁路局局长，
刘涟清坦言，春运期间，约有2亿多
人在出行，要做到所有人都平安、顺
利、舒适出行，确实有难度。他认为，

“ 不能全部依赖铁路。现在一些机
票的价格也相对不高了，公路也很
发达，自驾车也很普及，尤其是春节
等重大节假日的小长假，小型客车
可以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在这
种情况下，我判断，今年的春运状况
要比往年好。”

谈及现在实行的网上刷票制
度，使得农民工这一购票群体显得
相对弱势，刘涟清认为，“ 网上买票
只是一种购票方式，并非唯一的购
票途径。它是依托于技术进步所采
取的便民措施，可以将原本集中在
售票大厅、大卖场的排队人群进行
分流，是一件好事。”他说，现在窗
口售票仍占有相当数量，大家无须
都集中在网上购票。

记者 朱文娟

每年春运，铁路都是大家关注焦
点。今年铁路春运的情况如何，记者采
访了铁道部运输局负责人。

问：去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高
铁，但为什么现在铁路运力仍然紧张？

答：由于哈大、京广高铁等新线的
开通，增加了运输能力，特别是湖北、
湖南等历年能力紧张地区铁路运输能
力有所增加。同时，我们增开了部分普
通旅客列车，也增加了运输能力。

尽管如此，在春运高峰期，由于客
运需求很大，铁路运输能力仍然存在
较大缺口。铁路春运只能是以能力定

运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
问：“ 一票难求”年年喊，到底啥时

算个头？
答：虽然今年随着运力增长，春运

会有一定缓解，但仍不能满足非常态
化的高峰运输需求。解决像中国春运
这样几十亿人次短时间内集中出行，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难题。运力
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

从旅客需求看，由于铁路安全性
高、可达性强、票价便宜，往往是旅客
出行的首选。铁路长期实行公益性低
运价政策，基本运价18年没有调整，还

是每人公里5分8厘6。这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客流向铁路集中。

从交通体系看，由于铁路运输能力
不足，今年春运，铁路2.2亿人次的客运
量，不足全国34亿人次出行总数的
1/10。换句话说，如果要充分满足春运
期间旅客对铁路运力的需求，就要在较
短的时期内将铁路线路、机车扩大10倍
以上。但即使做到这些，那在非春运等
常态下必然造成巨大浪费。

因此，铁路不可能包打天下，需要
多种交通方式共同努力，相互协作，共
同完成春运任务。 据新华社电

两会建议

作为此次初任的一名市人大
代表，来自一线的环卫工人陆盘
山，对于“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的
春运心情感同身受，更是对一些农
民工在迅速发展的高科技网络面
前败下阵来无法买到那张回车的
火车票感到焦心。

“ 现在技术发达了，可以上网
订票、电话买票。但大多数农民工
不会上网。即便有点‘ 三脚猫’功
夫，面前还有抢票插件比他们捷足
先登。”陆盘山因为老家在合肥，还
不算太远，在春运时刻，他通常就
直接选择公路出行省的麻烦了。现
在当了人大代表了，就特别想为农

民工兄弟吆喝一声。陆盘山认为，
现在买火车票的途径的确多了，但
希望政府多考虑农民工群体的特
殊性，保障他们顺利回家过年，比
如提前开放农民工买票，或者为农
民工预留一些火车票。

“ 今后是否政府可以提供大家
一些免费网络培训的课程，让大家
跟上这个时代奔跑的脚步，另外，
票源方面是否可以拿出一个固定
的比例呢。”照陆盘山的想法，网络
的票源应该有一个比例，这样可以
保证一部分的票源就是通过线下
途径购得，让农民工感觉更公平也
更有期待。 记者 刘昕璐

尽可能挖掘潜力送中长途旅客回家

网售与代售点要有一定的比例东方社区信息苑服务很好但问者寥寥

》记者调查

铁路运力为何仍紧张，“ 一票难求”何时到头？
———铁道部运输局负责人谈春运

》官方回应

人在旅途 三名乘客三张车票 三个故事一个难题

“ 回家真好”。春运首日，不少已经提前放假的外来务工者，顺利地坐上返乡的火车，重回那个梦牵魂萦的地方。然而，记者
在采访了老中青三名乘客后发现，在网购盛行的当下，不少外来务工者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仍用传统方式买票的他们，很难
在第一时间“ 圆梦”。

回家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 本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