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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春天的高铁

陈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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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上的求婚
哈尔滨工务段工长 富经田

坐在 G37 次列车上，我一直思考：对人们来

说，高铁意味着什么？能给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高铁是解乡思的烈酒。列车上，安徽亳州的

药材商顾勇给了我第一个答案。每周从北京回老

家，他曾经的选择是坐近 10 个小时的普速列车、

开 6 个小时汽车，还有坐飞机到郑州或合肥再从

机场驱车 3个半小时回家。

高铁宿州东站开通以后，归家的路途被压缩

成4个半小时，顾勇再也不考虑其他选项了。曾有

一次，他急需补办户口簿，早上 8 点在北京南站坐

上高铁，1点前赶到亳州吃了午饭，下午2点补办证

件，傍晚回宿州东上高铁，当天就回到了北京。如

今，顾勇和身边的朋友早已习惯了“高铁站+另一

个高铁站+汽车”的出行模式。

高铁是婚姻幸福的鹊桥。下车后，溧阳人张

庭铸给了我第二个答案。2013 年春节，他第一次

去浙江诸暨的女朋友家。早上 6 点出门赶往常州

坐火车，到了杭州后再转车去诸暨，他抱着一纸箱

的烟酒和土特产一路劳顿，12 点半才到了女友家

里。2014 年春节，他俩结婚，溧阳已成宁杭高铁

的一个站点。亲戚朋友们坐着高铁到绍兴北站、

再坐大巴到诸暨，一天之间打了个来回。今年春

节，诸暨也通了高铁，每天有三趟车在溧阳和诸暨

之间往来，最快的一趟只需要 1 小时 18 分。异地

恋成了同城恋，去谁家过年的难题迎刃而解。

高铁是实现抱负的无数可能性。电话里，飞

渡教育合伙人孙欣给了我第三个答案。广深高铁

的开通让他成了“高铁侠”。家住广州番禺区的

他，每天早上吃完早茶出门，坐高铁去深圳上班。

如今，总部在广州的飞渡教育在全国开了 6 个分

公司，伴随着沪昆、京广、广深、杭长高铁连点成

线，孙欣在深圳、武汉、长沙、昆明逐一设了点，把

整个公司布局在了高铁沿线上。对他来说，高铁

通往哪里，业务就能拓展到哪里，事业就会发展到

哪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所有上远程课堂的学

生，都能借助高铁获得一对一面授的机会。

这是回到家庭的高铁、这是奔向爱情的高铁、

这是通往成功的高铁。在“高铁时代”的宏大叙事

中，每个城市都希望搭上“高铁经济”这趟列车，但

对每个个体而言，最大的心愿莫过于：回家的路更

快些，见到爱人的距离更短些，距离成功更近些。

“对我来说，风景永远在窗外。”来自浙江桐庐

的列车长宗珊妮说，车内总是温暖如春，而省与省的

距离不过一瞬。这本就是一趟开往春天的高铁。

我叫富经田，32岁，是哈尔滨工务段高铁车
间双北线路工区的工长。在哈大高铁这片站场
上，已经工作了五个年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
得第一次走进这片站场时的囧态，看到无砟线路
时的惊叫，摸到高新机具时的兴奋，以及动车组在
身边呼啸而过时的呼喊。

我特别骄傲的是，我们工区负责着全局所有
的无砟线路检修工作。在这个区段上，动车组的
速度永远是最高的，而这些，我都愿意和我的女友
一起分享。乘坐高铁成为女友的梦想。

我每天凌晨要带着工友在现场检修，来保证动
车组的运行安全。春运开始后，我们更加忙碌。每
天一次全站结构性检查、重点处所检查、道岔轨距调
整就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陪女友乘坐高铁这个
最简单的梦，我却一直没有时间实现。

那一天，看着她委屈的眼神，我买了票，带她
从哈尔滨乘高铁坐到了双城北。普通火车40分
钟的车程，只有15分钟就到了站。直到下车后，
女友依然沉浸在这风的速度里：“如果能坐得再远
一些就好了。”看着女友的意犹未尽，让我也有了
一个大胆的想法。

求婚！这是2015年我为自己定下的新年愿
望。幸运的是，她接受了我，更接受了我的工作和
我的责任。那一天我并没有准备昂贵的戒指，只
有一句话：“结婚，我们坐高铁去度蜜月。”

(齐 慧整理)

2 月 12 日下午 4 点，江苏溧
阳高铁站迎来了又一批抵站旅
客。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员
工赵丽萍在旅游咨询处细细回答
旅客的提问，除向导外她还有另
一个身份：客源信息调研员。这
两天，有 200 多位温州客人和
180 多位上海客人坐着高铁来溧
阳的天目湖景区过大年。

2014 年，溧阳市旅游接待
总人数达 1340 万人次，远远超
过了同属常州地区但仍未开通高
铁的武进与金坛。

快快来，慢慢游

“溧阳天目湖砂锅鱼头，朱
顺才手艺誉满全球”，学者费孝
通曾这样感慨。天目湖砂锅鱼头
的名气，一度大过了这座城市的
名气。

2013 年 7 月 1 日，高铁宁杭
线通过溧阳，拥有 2500 多年建
县史和 1100 多年建城史的溧阳
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铁路站点。

“机会来了。”天目湖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营销中心总
经理史耀锋意识到，这座拥有天
目湖、白茶和白芹的小城，是时
候亮家底了！

虽然处于长三角的中心区
域，但溧阳的区位优势并不明
显。通高铁前，这里只是华东旅
游线路上一个可供选择的点位，
绝大多数旅游大巴只会从高速下
来绕道转 2个小时。

高铁开通后，史耀锋第一站
就去了北京。“高铁的开通意味
着溧阳从被动提供旅游资源走向
真正意义的旅游目的地，我们拥
有了更多自主权，现在完全有理
由主打天目湖休闲一地游甚至两
日游。”他说，高铁的方便快捷
会让人们产生去看一看的渴望，
地接旅行社能直达北方源头市
场，以区域市场为核心的天目湖
有了成为全国品牌的可能性。

变化悄然发生。“高铁+住
宿+景点”的溧阳之旅迅速得到

北方市场的响应。北方客源从 2%增至 15%，而上海的客
源也从 2%增至 10%。

史耀锋的同事史瑶琴说，旅行社承接的过夜游客从高
铁开通前的 28%增至目前的 35%。根据高铁出站口的抽
查，旅客中游客所占比例从高铁开通时的 3.8%增至目前
的 15.8%。

人们快快地来，更要慢慢地游。溧阳市旅游局市场开
发科科长陈卫君说，溧阳开始了深化旅游产品的进程、在
更大格局打造天目湖与竹海概念。2013 年底，由天目
湖、南山竹海与御水温泉打包的常州溧阳市天目湖景区成
功申报了国家 5A 级景区。这一景区与江浙闽的多个同质
化景区形成合力、推出华东旅游线路、深耕华东旅游市
场。

高铁时代来临，溧阳旅游业乘势而上。

常走走，多看看

高铁把客人迎进来的同时，也让溧阳人跃跃欲试。
不同于史耀锋主动出击拓展地接业务，溧阳市康辉国

际旅行社总经理童澜的业务集中在本地人组团出游。高铁
刚开通，老客户田大爷就找上门来：“十几年前我去过杭
州，但没坐过高铁，我们无所谓你安排什么景点，就想坐
着高铁游杭州。”

想尝鲜坐高铁的老人们自发组成的银发旅游团迅速成
行。20多个老人每人的费用在 200元左右。

客户的积极性给了童澜很大的鼓舞，她算了笔账：以
一个溧阳至北京四晚五天的旅游团为例，原来需要去南京
坐飞机，包含机票、住宿、门票、团餐和大巴费用在内，
旺季时每人的团费需要 3400 元左右。假如乘坐高铁，费
用可降至 2500 元。童澜第一次去北京踩点，回来的高铁
上遇到了 40多个溧阳人，让她真切地感受到高铁的魅力。

“高铁在长途游上的价格优势比飞机更明显，而对于
短途游来说，有可能反而比乘坐大巴高一些。但只要沿着
高铁线路形成丰富的组合，人们不会在意 100元左右的价
差。”2014 年，高铁北京团和武汉团的成功给了她极大的
信心。

“宁杭线开通后，我们直达北京、武汉、杭州、宁
波；杭长线的开通，又多了长沙、南昌、南宁、桂林。”
溧阳高铁站站长杨德松话语中难掩自豪，“只要南京能抵
达的地方，溧阳基本都能到。”

高铁站也成为观察变化的一个窗口：只要放 3 天小长
假，前一天的傍晚就会出现明显的来自杭州、南京、武汉
方向的学生；到了冬天，坐着高铁来溧阳泡温泉的游客大
幅增多。

两个月前，随着南宁东站投入运营，长三角地区首次
开行前往广西地区的高铁列车。G1503 次列车 9 点停靠溧
阳站，傍晚 18 点就能抵达桂林。“一开售，春节假期从溧
阳前往桂林的高铁票全部告罄。”杨德松说。

而对于史耀锋来说，从北京到武汉，从沈阳到厦门，
从南宁到长沙，他的节奏将越来越快，沿着高铁推销天目
湖的步伐不会停歇。

走

，坐高铁到溧阳旅游去

本报记者

陈莹莹薛海燕

2 月 9 日，周一。清晨，记者走
进成都至绵阳城际 C6204 次高铁 8 号
车厢时，游女士已坐在座位上用手机
刷 屏 了 。“ 去 年 12 月 20 日 开 通 之
后，我已经坐过多次了，感觉很舒
适。”游女士告诉记者。

能清楚地记得成（都）绵（阳）乐
（山）城际高铁客运专线的开通时间，
记者有些好奇。“盼了好几年了，天天
都在关注开通的时间，哪能不记得
吗！”游女士解释说，虽然家在绵阳，但
哥哥姐姐还有好多同学都在成都，所
以经常到成都过周末。以前是自己开
车，虽说是高速公路，但堵得很，一个
多小时的车程有时两个多小时也到不
了，还经常有大雾。高铁就不一样了，

“快捷、准点、安全”。游女士说，就拿
这趟车来说吧，7点 56分从成都出发，
8 点 53 分到绵阳，周一至周五在绵阳
上班，周六周日到成都玩两天，周一一
早回绵阳上班也来得及。

“ 有 了 成 绵 乐 高 铁 ， 绵 阳 的 安

逸 ， 成 都 的 繁 华 ， 我 都 能 享 受 得
到。”游女士说。

对于绵阳大成职业学校校长廖志
龙来说，成绵乐高铁带给他的则是事
业更加顺利。廖志龙的学校主要培训
处于创业初期的大学生以及农民工
等，老师大多来自成都的企业家或高
校老师。

“我既是校长，也是司机。” 廖志
龙介绍，高铁开通前，每周他都要在成
绵之间往返几次接送老师。“辛苦都不
是问题，最恼火的是不准点，上课时间
到了，我和老师还堵在路上，很耽误
事。成绵乐开通后，老师们更乐意坐高
铁，课表也不会被打乱，我也可以把更
多的精力用在学校管理上。”现在，除了
学校准备进一步扩大规模之外，廖志龙
和朋友还在成都办了两家新公司。

在绵阳火车站经营便利店的小老
板唐琳对成绵乐高铁的感受更直接、
更量化：“以前的店面也就 20 多平方
米，现在接近 200 平方米，增加了 4 个

营业员，营业额也比原来增加了 30%
多。”最让他高兴的是以前都是自己到
成都找货，既耽误时间，价格也不低，
加上往返交通费，成本有点高，现在客
流量增加了，成都的供货商找上门来
了，价格还便宜了。“我现在不用出门，
每天都有供货商上门推销。”唐琳说。

在当地党委政府看来，成绵乐高
铁给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更多选择。
绵阳下辖的江油市是绵阳旅游资源最
集中的地方，也是成绵乐高铁的最北
端。“江油是李白故里，旅游资源得
天独厚，新常态下，旅游产业可以快
速突破发展。”市长马辉说，多去几
趟车站就能发现，成绵乐开通后，当
地旅游越来越热，列车经常满载，部
分车次不提前两天根本买不到票。特
别是周末，进出旅游的人数明显增
加，这与高铁开通关系很大。

成绵乐高铁的开行运营，使绵阳
以及沿线 3000 万人的“同城梦”从
图纸变成现实。

“建华，这个假日我们坐高铁上沧
州看你去！”“北京发展空间有限，你们
沧州还有没有地方？”自从沧州有了高
铁，力源活塞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于建华接到不少类似的电话，
有的来自亲朋好友，有的来自商业合
作伙伴。他感慨道：“我的生活，我的
工作，都受益于高铁。”

先说生活。于建华告诉记者，他过
去去北京、天津都是自己开车，如果去
上海则是到北京坐飞机。现在沧州到
北京的高铁只需50多分钟，早上出门，
晚上就能回来。“高铁快捷、安全、环保、
经济，我现在汽车的使用量比过去下降
了三分之二。我们集团对于出差的规
定是，3个人以上才允许开车，动车运行
时间6小时以内不允许坐飞机。”

高铁还使家人有了更多团聚的时
间。在高铁上，于建华遇到过带着孩
子去北京动物园的年轻父母、去北京
看孙子的老人，还有往返两地的通勤
族。于建华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如今

每周五下班后都能回到沧州，周一早
晨再坐 7 点 23 分的“沧州号”列车回
北京上班。

再说工作。力源集团是一家多元
化产品结构的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大
型集团企业，高铁不仅提高了工作效
率，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企业面临的“人
才难”问题。

于建华告诉记者，汽车行业更新
换代非常快，必须生产一代，储备一
代，研发一代。“过去我到北京找高级
人才，人家一听说是沧州，都觉得是个
荒凉的地方。现在坐上高铁到沧州一
看，和大城市没什么两样！”

交通优势成为于建华与人才谈判
的一手“好牌”：如果家属不愿意过来，
员工可以周一到周四在沧州工作，周五
回北京，周一还可以晚上半天班。如
今，力源集团的研发、管理、财务等高端
人才很多都来自北京和天津，企业还与
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
与家住北京的韩国、德国、瑞典的专家，

来往也更密切了。“2 月 9 日，北京的一
家银行通知我，愿意向我们融资两亿
元。”于建华说，高铁对企业发展的推动
作用，是方方面面的。

在高铁的带动下，沧州与京津的教
育、科技、人才、医疗等方面的合作全面
开花，服务业和旅游业也被激活。于建
华正筹划着加大对生态农业的投资力
度，到时接送北京天津市民坐高铁来沧
州旅游，采摘吃住游玩一条龙。“如果

‘沧州号’能够实现常态化对开，我们市
民就可以来沧州度周末了。”

更令于建华兴奋的是，今年 3 月
底，投资 120 亿元的北京现代第四工
厂将在沧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
设，这对于同处开发区的力源集团是
一个重大利好。早在 10 年前，力源就
与韩国现代的下属企业建立了合作关
系。“未来的发展空间太大了！举个小
例子，我们年产活塞 1000 万只，以后
实现就近供货后，每支活塞仅包装和
运费就能节省 1元钱。”

“同城梦”从图纸变为现实
本报记者 钟华林

高铁改变着我的生活工作
本报记者 熊 丽

①从哈尔滨到大连的 D502 次动车组列车抵达后，

乘客走出列车。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②北京南站自动取售票机方便旅客出行，乘务员协

助旅客取票。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③在重庆北

开 往 北 京 西 的

G310 次列车上，

乘务员正在为旅

客表演茶艺。

李 各摄

③③

②②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