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耐 心耐 心··细 心细 心··尽 心尽 心
20172017年年22月月44日日 多云多云

长沙南站值班站长长沙南站值班站长 谢广越谢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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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

今天是正月初八今天是正月初八，，长沙南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长沙南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当天发送旅客近当天发送旅客近1010万人万人。。

上午上午99点多点多，，安检负责人送来了一个旅客遗失的安检负责人送来了一个旅客遗失的
黑色背包黑色背包。。我们一起清点了包内物品我们一起清点了包内物品，，清点登记后清点登记后，，我我
将现金等贵重物品锁进保险柜将现金等贵重物品锁进保险柜，，把背包放入遗失物品把背包放入遗失物品
保管室保管室。。春运以来春运以来，，我们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帮助我们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帮助
旅客寻找遗失物品上旅客寻找遗失物品上，，每个班要交接每个班要交接3030 多件遗失物多件遗失物
品品。。1111点点4040分分，，黑色背包的失主委托家属前来取包黑色背包的失主委托家属前来取包。。
看到包内财物完好无损看到包内财物完好无损，，连声向我们表示感谢连声向我们表示感谢。。

1111 点点 5050 分分，，对讲机里又传来呼叫声对讲机里又传来呼叫声：：““值班站值班站
长长，，BB66 进站口有一个旅客的孩子走失了进站口有一个旅客的孩子走失了。。”“”“请广播请广播
室广播寻人启事室广播寻人启事！！””我一边布置一边快步赶往现场我一边布置一边快步赶往现场。。
没过多久没过多久，，一位女士赶了过一位女士赶了过
来来。。母子相逢母子相逢，，旅客邓女士喜旅客邓女士喜
极而泣极而泣，，不停表示感谢不停表示感谢，，还特意还特意
加我为微信好友加我为微信好友。。

作为值班站长作为值班站长，，我每天需我每天需
要接触大量乘客要接触大量乘客，，处理各类问处理各类问
题题，，工作繁琐工作繁琐，，就像一个就像一个““大堂大堂
经理经理””一样一样，，需要耐心需要耐心、、细致和细致和
果断果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祝君壁祝君壁整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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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1 日，农历正月初四，家住北京
的张先生一家人特意到天津游玩，“以往
都是在北京过年，今年想到天津感受不
一样的年味民俗。我们用了一个小时，
乘坐京津城际列车到这里旅游，就跟去
亲戚朋友家串门一样，轻松惬意”。

到天津逛庙会、看美景、听相声、
品美食，成为今年春节期间很多京冀游
客的新选择。记者从天津市旅游部门了
解到，春节假期，天津市共接待游客
485.9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1%；旅游

综 合 总 收 入 41.9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1.4%。其中，来自京冀的游客占入市
游的六成。

在天津南开区的古文化街景区，人
流如织、摩肩接踵，大多数热门店铺都被
游客挤了个水泄不通。泥人张彩塑店的
店员告诉记者，一些专程赶来的外地游
客一买就是十几套、几十套，准备回去送
给亲朋好友，把天津的特色分享到全国
各地。

来自河北涿州的游客李女士说，之

前听说天津古文化街热闹，这次专程自
驾来感受春节传统“味道”。

春节期间，记者在天津不少景区外
的停车场看到，“京”字头、“冀”字头
车牌照不少。导游小李说，今年来天津
旅游的游客比往年春节增加了好几倍，
其中，北京和河北的大约占了一半。不
少游客不是单一地只去北京、天津或河
北，而是把京津冀作为统一的旅游目的
地，在旅游的过程中，感受不同的地方
特色。

如今，你来天津赏年俗，我赴京城逛
庙会，他到燕赵品民俗⋯⋯京津冀互相

“串门儿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天津市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旅游消费涉及吃、
住、行、游、购、娱等多个环节，北京、天
津、河北有着各具特色的文化底蕴和风
情民俗，正是这种文化历史的差异性，使
三地旅游资源能够优势互补，三地要打
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通过多种
形式共塑旅游产品，互送客源，从而拉动
旅游消费，实现三地共赢。

京 津 冀“ 串 门 儿 旅 游 ”过 大 年
本报记者 郑 彬

“ 搭 上 互 联 网 ，年 货 到 家 so
easy！”2月2日，贵州省锦屏县望江新城
的杨老师从“云上锦屏”平台订购了 1 只
土鸡和 2 斤裕和腌鱼，不到 30 分钟，货
便送到了家门口。

近年来，锦屏县依托“云上贵州”大
数据资源，以“智慧锦屏”建设为载体，积
极发展“互联网+”农村电子商务，拓宽
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推动优质特色农产
品“出山”，实现助农增收脱贫致富奔
小康。

为保证春节期间供销两旺，锦屏县
组织商务、供销、邮政等部门及300余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贸市场、
超市，依托“供销 e 家”“贵农网”“云上锦
屏”等电商平台，实现年货电子商务化，
消费者线上线下同时选购商品，并且线
上预订订单可预约时间送货上门，掀起
了“洋货下乡、土货进城”年货大展销，满

足了城乡消费者春节期间的需求。
锦屏地标产品启蒙酸菜、裕和腌鱼、

高原蜂蜜、生态茶油、林下土鸡、银饰、刺
绣等具有竞争力的农特产品和文化旅游
商品深受热捧，线上与线下相互促进，

“互联网+”已成为引领当地城乡居民购
置年货的新潮流。

为进一步推动“锦货”的销售，锦屏
县还采取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打造
成明星，结合“互联网+政府+媒体+合作
社或农户”模式，一对一菜单化解决名特
优农产品的推广和销售同步。“搭上互联
网的快车，我们的裕和腌鱼成了城市餐桌
上的‘香饽饽’，远销贵阳、重庆等地。”锦
屏县裕和腌鱼协会会长石富菖说。

“将‘互联网+’与乡土气息浓厚的
农特产品、年货大礼包深度融合，城乡居
民可以尽享别具特色的年货大餐。”锦屏
县供销社主任滚显求说。

2 月 3 日，农历正月初七，距离三亚飞北京的国航
CA1354 次航班起飞还有不到 50 分钟，张阿姨抱着自己
的小外孙在三亚机场的出发大厅里一筹莫展。

“家人提前通过国航电话客服预订好了座位，到了机
场办理登机牌时却被告知没有留，这可怎么办？”张阿姨
说，自己前后和国航沟通了多次，可对方却说爱莫能助。

“阿姨，我们还没搞清楚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但我帮
你们先选其他座位好吗？”海南三亚凤凰机场特殊柜台值
班主任李晓钰闻讯赶来说，“我给您找方便老人和婴儿进
出的位置，准点登机要紧”。问题终于解决，张阿姨的眉
头舒展开来。

参加地勤工作 3 年多，李晓钰一直在春运期间担任
特殊柜台的值班主任，专门为带婴儿、轮椅、担架以及晚
到和改签的乘客提供服务。其中，不少带着孩子的乘客
和因为堵车误了飞机的乘客是她的主要服务对象。

李晓钰告诉记者，三亚机场代理了全部航空公司的
乘机手续，乘客出现任何状况，地勤都得在第一时间帮助
乘客去和航空公司沟通，替乘客解决问题，就像是一趟趟
航班的“助飞员”。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三亚凤凰机场迎来了返程高
峰。李晓钰说，自己和同事们成了来三亚的客人告别这
座城市的最后一站，游客只有玩得开心、走得顺心，才算
拥有圆满的旅程，才会再回来，三亚的经济才能有更大的
发展。

2 月 3 日，正月初七，虽然已
是上班第一天，可到大连圣亚海洋
世界游玩的游客依旧很多。“今年
是第一次春节期间出来旅游，孩子
很喜欢海洋动物，带她来这里学习
一下科学知识很有意义。”来自沈
阳的李先生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女儿
来大连旅游，第一站就选择了圣亚
海洋世界。

据介绍，今年春节期间，大连圣亚
海洋世界推出了许多特色项目吸引游
客。企鹅大家庭迎来了新成员帽带企
鹅，游客可以看到正处于“幼儿园”阶
段的小企鹅学着进食、游泳。“今年企
鹅数量比我 3 年前来的时候多了许
多，新开的鲸 MALL 也让吃喝玩乐更
方便了，感觉很棒！”从北京回大连探
亲的赖女士说。

坐落于圣亚景区的鲸 MALL 文
创综合体于 2016 年 7 月正式营业，
以海洋动物为主题，集文化产业、美
食娱乐、创客体验为一体的商业模式
与景区特色交相辉映。“在鲸 MALL
既可以看着企鹅吃日料，还可以瞧着
海豚品咖啡；既能在老爷车博物馆里
感叹流金岁月，又能在零下6摄氏度
的冰吧里体验北国风情。”鲸天下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聂颖表示，
鲸 MALL 的建成是与圣亚海洋世界
携手打造的旅游消费新业态，一方
面，圣亚为鲸 MALL 提供了海洋动
物，带来了消费人群；另一方面，鲸
MALL 的娱乐设施、美食广场丰富
了旅游内容，大大提升了游客的游玩
体验感和消费满意度。

2 月 3 日中午，山东淄博博山区中郝
峪村小广场上锣鼓喧天，村民们舞龙玩
狮庆祝立春。在欢快的锣鼓声中，一个
来自外地的 20 余人自驾游旅行团入住
中郝峪村，在品味正宗乡村年味的同时，
也让地处深山的村民“抢”到了春节旅游
的红包。

“今年春节，300 多名游客不仅来村
里体验了乡村民俗，还把山区的土特产
带回城里。我们村的小米、柿饼、桔梗、
山蝎等农特产，每天销售额都在6万元以

上。”中郝峪村旅游开发公司总经理赵胜
建告诉记者。

浓浓的山村年味让人流连忘返，而博
山上瓦泉村有机富硒草莓更让游客的“后
备厢”满满。“大年初一到现在，共接待游客
15000多人了，一斤草莓卖30元钱还供不
应求，这个春节光草莓采摘就收入100多
万元。”上瓦泉村党支部书记王金成说。

据了解，为将最具齐鲁特色的旅游
商品带给广大游客，有效激活消费潜力，
春节前，山东省旅游发展委针对乡村旅

游实施了“后备厢”工程，组织专家设计
包装了百余种“贺年礼大礼包”，推动农
林牧渔等产品向旅游商品转化，推出山
东精品乡村旅游产品采购目录等，吸引
游客把“山东产”“山东造”的旅游商品带
回家：烟台市开发了贺年礼 200 余种，组
织年货大集16个，实现旅游购物收入8.7
亿元；德州市依托桑产品、枣产品等龙头
农产品，延伸产业链大力发展旅游商品，
德城区、乐陵市、夏津县 3 区（县）实现旅
游商品销售2.68亿元⋯⋯

春节期间，《经济日报》记者来到浙江
横店圆明新园，暗香盈袖的庭院两旁，腊
梅初放，沁人心脾。82 岁的横店集团创
始人徐文荣告诉记者，“复活”圆明园是他
一生最大的梦想。

2007年时，徐文荣对外表示，横店要
建圆明新园，重现圆明园的昔日辉煌。如

今，诺言正在兑现。徐文荣收集了海内外
大量珍贵的文史资料，包括完整的圆明园
建设图纸。相关人员还到圆明园遗址实
地丈量，在多名文史专家论证的基础上，
先后设计了57份图纸，以求最大限度、原
汁原味地恢复焚毁前的圆明园。

“我到圆明园遗址看过 4 次，看一次
心痛一次。”说起圆明园，徐文荣慷慨激
愤，“作为一名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火烧
圆明园这段屈辱的历史”。从困难重重搜
集资料，到排除争议启建圆明新园；从开

山整地、景观建设、园林绿化，到内部装潢
与陈设、各种设备安装，徐文荣不顾年迈，
亲力亲为。

翻开“圆明新园”手册，记者看到这座
总占地7000余亩、总投资300亿元的“万
花园”，包括新圆明园、新长春园、新绮春
园、新畅春园四大园区，以及欢乐夜福海、
新长春园夜景、皇家动物乐园、冰雪乐园、
娱乐园、国际风情小镇等景区场馆。已于
2015 年 5 月开业的新圆明园景区规模宏
大，以《圆明园四十景》为蓝本，建设了正

大光明、勤政亲贤、洞天深处、鸿慈永祜、
山高水长等45个景点，新建了天池瀑布、
花果园等景观；去年 10 月 1 日试营业的
新长春园景区内既有雍容端庄、金碧辉煌
的中式古典建筑，也有充满异域风情的西
洋景观，中西合璧，游客不出国门就能领
略多国景观及人文风情。

除了宏伟的建筑，圆明新园内还布设
了数以万计的“宝贝”。徜徉在 3 万多平
方米的珍宝馆内，徐文荣如数家珍。不同
年代的青铜器、掐丝珐琅、瓷器、陶器、紫
砂器；造型优美的玉石、水晶；油画、雕像
以及精美的西方石雕作品；古筝、琵琶、钢
琴、提琴等各种中西乐器琳琅满目。

徐文荣透露，新的一年，横店圆明
新园将积极谋求与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
的合作，希望更好地传承文明、复兴中
华文化。

万 花 园 里 话 复 兴
本报记者 黄 平

让 游 客 返 城 时 后 备 厢 满 满 ！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文创综合体”
带来游玩新体验

本报记者 李芃达

“互联网+”引领年货新潮流
本报记者 王新伟

过年期间，“吃”越来越受重视，老百
姓在“吃”的方面更舍得花钱，外出就餐
成为常态。然而，春节期间，一方面，餐
饮行业价格逐渐“亲民化”，市民消费理
念不断转变，家人团聚、亲朋好友聚会
时，不少人都倾向于在饭店用餐；另一方
面，由于春节期间正常营业的饭店大约
仅是平时的十分之一，免不了出现部分
饭店过于火爆，订不到桌的情况。因此，
半成品团圆饭应运而生。半成品团圆饭
主要分两种：饭店推出的团圆饭外卖和
网购团圆饭礼盒。

饭店推出的团圆饭外卖服务很好地
解决了饭店内座位不足的问题。“本来全
家人商量好了，年夜饭去酒店吃，结果打
电话咨询时，对方回复说已经没位子
了。”杨先生家住河南郑州二七万达附
近，本来以为全家人能到饭店吃年夜饭，
结果被告知年夜饭一般要提前一个月才

可以预订上。虽然如此，杨先生一家最
后还是吃到了这家饭店的年夜饭。“幸亏
这家饭店还有团圆饭外卖服务，热乎乎
的饭菜送到家里，稍微摆盘或者加热就
可以吃了。”杨先生说。

受互联网发展影响，餐饮外卖也正
逐渐引领消费新趋势，其中，“半成品年
夜饭”是今年外卖的新宠儿。

在一号店搜索“半成品年夜饭”会出
现上百种团圆饭套餐礼盒，礼盒包括凉
菜、热菜、点心和汤，售价从 200 多元到
1000多元不等。据搜索页面显示，郑州
地区销量最高的是一款价值368元的速
冻礼盒，共有青口贝、牛蛙和蝴蝶虾等
11 道菜。根据网友消费后的评论得到
的总体反馈是，大部分人认为速冻礼盒
口味尚佳，按说明简单翻炒、蒸煮即可，
11 道半成品菜基本可以在半个小时内
加工完成，快捷方便。

“半成品团圆饭”外卖成时尚
本报记者 夏先清

左图 2 月 4 日，
云南昆明市金殿风景
旅游区风景如画，游
人如织。现在，旅游
过年正成为越来越多
人的选择。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右图 2 月 2 日，山西省原平市市民在滹沱河上享受冰雪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朋友家人
一起健康过大年。 吉建平摄

为确保节后旅客平安顺利返程，青岛火车站在候车
室设置了重点旅客服务区，内设“母爱十平方”哺乳间、医
药救助箱、轮椅担架等设施。图为一对母子在接受爱心
服务。 本报记者刘 成 通讯员张晓星摄影报道

精心应对返程客流高峰

机场地勤李晓钰：

做好每一趟航班“助飞员”
本报记者 陈莹莹

2 月 2 日，G1386 次列车长王莉正在整理车厢行李
架。近日，南昌铁路局迎来节后客流高峰，各部门积极做
好应对工作。 宋 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