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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盼望着盼望着，，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八桂大八桂大
地地，，阳光明媚阳光明媚，，万物复苏万物复苏，，处处萌动着生机处处萌动着生机
与希望与希望。。在广西在广西，，一年一度的一年一度的““壮族三月壮族三月
三三””将成为春天这个大舞台上最精彩的演将成为春天这个大舞台上最精彩的演
绎绎。。今年今年““壮族三月三壮族三月三””与清明节假期重与清明节假期重
叠叠，，经过调休经过调休，，广西广西““两节两节””放假时间为放假时间为 44
月月 44日至日至 88日日。。又可以嗨翻天了又可以嗨翻天了，，广西人广西人
已经按捺不住驿动的心已经按捺不住驿动的心，，早已为欢度假期早已为欢度假期
做精心准备了做精心准备了。。

5656个民族个民族5656支花支花，，5656个民族兄弟姐个民族兄弟姐
妹是一家妹是一家，，在祖国大地上的在祖国大地上的““壮乡三月壮乡三月
三三””，，是属于全民族的欢庆是属于全民族的欢庆，，是广西的是广西的，，也也
是大家的节日是大家的节日。。广西各族群众诚挚邀请广西各族群众诚挚邀请
八方宾朋到壮乡欢度八方宾朋到壮乡欢度““三月三三月三””。。

今年今年““壮族三月三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八桂嘉年华””活动活动
时间为时间为 33 月月 2525 日至日至 44 月月 2525 日日，，为期一个为期一个
月月。。活动将紧紧围绕新中国成立活动将紧紧围绕新中国成立7070周年周年
的主题的主题，，突出欢乐突出欢乐、、祥和祥和、、喜庆的活动基喜庆的活动基
调调，，包括包括““壮族三月三壮族三月三··桂风壮韵浓桂风壮韵浓”“”“壮族壮族
三月三三月三··相约游广西相约游广西”“”“壮族三月三壮族三月三··民族民族
体育炫体育炫”“”“壮族三月三壮族三月三··ee网喜乐购网喜乐购”“”“壮族壮族
三月三三月三··和谐在八桂和谐在八桂””五大板块活动五大板块活动。。据据
初步统计初步统计，，自治区层面将牵头开展的主要自治区层面将牵头开展的主要
活动有活动有 3737场场，，全区全区 1414个设区市组织开展个设区市组织开展
的活动约的活动约900900场场。。

44月月44日上午日上午，，20192019年年““壮族三月三壮族三月三··
八桂嘉年华八桂嘉年华””主会场活动在广西民族博物主会场活动在广西民族博物
馆隆重举行馆隆重举行。。庄重的铜鼓祈福仪式开启庄重的铜鼓祈福仪式开启
了主场活动文艺演出的序幕了主场活动文艺演出的序幕，，将平安和美将平安和美
好祝愿送给每一位心有良愿的客人好祝愿送给每一位心有良愿的客人。。““三三
月三月三””假期期间假期期间，，在这里人们可以尽情享在这里人们可以尽情享
受吃受吃、、喝喝、、玩玩、、乐乐、、购的乐趣购的乐趣，，尽享眼福尽享眼福、、耳耳
福福、、口福口福。。主办方专门组织了民歌方阵主办方专门组织了民歌方阵、、
壮族打榔舞壮族打榔舞、、马骨胡等传统艺术项目马骨胡等传统艺术项目，，调调
集壮集壮、、苗苗、、瑶瑶、、侗侗、、仫佬仫佬、、仡佬等民族营造各仡佬等民族营造各
族族““三月三三月三””过节场景过节场景，，在美食长廊推出在美食长廊推出77
项广西传统米粉项广西传统米粉，，展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展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
广西民族传统手工技艺广西民族传统手工技艺。。

““壮族三月三壮族三月三””期间期间，，广西为区内外游广西为区内外游
客精心准备了桂林山水文化体验游客精心准备了桂林山水文化体验游、、北部北部
湾休闲度假游湾休闲度假游、、巴马长寿养生休闲游巴马长寿养生休闲游、、中中
越边关风情游越边关风情游、、桂西北少数民族风情游桂西北少数民族风情游、、
左右江红色之旅左右江红色之旅、、环大瑶山历史文化生态环大瑶山历史文化生态
游游、、桂东岭南风光及文化之旅等特色旅游桂东岭南风光及文化之旅等特色旅游
线路产品线路产品。。除了观光旅游除了观光旅游，，文化节庆游是文化节庆游是

““三月三三月三””的重头戏的重头戏。。
广西各市已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广西各市已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

特色文化旅游节庆活动特色文化旅游节庆活动。。

百色百色

百色主体民族为壮族百色主体民族为壮族，，此外还有汉此外还有汉
族族、、瑶族瑶族、、苗族苗族、、彝族彝族、、仡佬族仡佬族、、回族回族66个民个民
族族。。田阳敢壮山布洛陀文化田阳敢壮山布洛陀文化、、那坡黑衣壮那坡黑衣壮
文化都享誉中外文化都享誉中外，，故而百色又有故而百色又有““壮乡壮乡””之之
称称。。每年每年““三月三三月三””，，百色各地都隆重举办百色各地都隆重举办
庆祝活动庆祝活动，，山歌节山歌节、、壮剧展壮剧展、、特色美食展特色美食展
等为广大群众奉上集民族文化等为广大群众奉上集民族文化、、群众体群众体
育育、、风情旅游风情旅游、、特色消费于一体的文化特色消费于一体的文化
大餐大餐。。

来宾来宾

来宾是一座以壮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来宾是一座以壮族为主体的多民族
和睦聚居城市和睦聚居城市，，居住着汉族居住着汉族、、壮族壮族、、瑶族瑶族、、
苗族苗族、、侗族侗族、、毛南族毛南族、、回族回族、、仫佬族仫佬族、、京族京族、、
彝族彝族、、水族水族、、仡佬族仡佬族 1212 个民族个民族，，以壮族为以壮族为
主主。。每年每年““三月三三月三””，，来宾人山人海来宾人山人海，，聚集聚集
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民俗活动民俗活动、、体育体育
竞技竞技、、文艺汇演等活动文艺汇演等活动，，都让游客大饱都让游客大饱
眼福眼福。。

贺州贺州

贺州地区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贺州地区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少少
数民族风情浓郁数民族风情浓郁。。瑶族的瑶族的““盘王节盘王节”“”“情人情人
节节”“”“打油茶打油茶”“”“长鼓舞长鼓舞””；；壮族的壮族的““三月三三月三””

““庙会庙会”“”“炮期炮期”“”“舞火猫舞火猫””；；苗族的苗族的““芦笙踏芦笙踏
堂舞堂舞””等等，，都是不可错过的民俗活动都是不可错过的民俗活动。。

河池河池

河池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河池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这里这里
居住着壮居住着壮、、汉汉、、瑶瑶、、仫佬仫佬、、毛南毛南、、苗苗、、侗水等侗水等
88个世居民族个世居民族，，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
族聚居最多的地区之一族聚居最多的地区之一。。铜鼓表演铜鼓表演、、壮族壮族

特色美食特色美食、、唱山歌唱山歌——河池的河池的““三月三三月三””活活
动不仅丰富多彩动不仅丰富多彩，，还极富地方特色还极富地方特色。。三姐三姐
故里故里，，等你来嗨等你来嗨。。

南宁南宁

南宁是一个以壮族为主体南宁是一个以壮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多民族聚
居的城市居的城市。。每年每年““三月三三月三””期间期间，，南宁的武南宁的武
鸣区鸣区、、上林县上林县、、马山县等地以及各大景区马山县等地以及各大景区，，
都会举办隆重的庆祝活动都会举办隆重的庆祝活动。。其中武鸣区其中武鸣区
于于44月月66日至日至88日举行日举行““壮族三月三壮族三月三””歌圩歌圩
暨骆越文化旅游节暨骆越文化旅游节，，本届歌圩将设立本届歌圩将设立““非非
遗遗””美食街美食街，，打造打造““流动的文化流动的文化””风景线风景线，，让让
游客更深入地了解武鸣壮族非物质文化游客更深入地了解武鸣壮族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源远流长遗产的源远流长。。

柳州柳州

柳州是一个多民族相聚而居的地区柳州是一个多民族相聚而居的地区，，
壮族和侗族是柳州最古老的原居民族壮族和侗族是柳州最古老的原居民族，，有有
22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和三江侗族自治县和
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这里民族风情浓郁这里民族风情浓郁，，民民
族节庆多族节庆多，，每年每年““三月三三月三””期间期间，，山歌赛山歌赛、、芦芦
笙表演笙表演、、百家宴等活动百家宴等活动，，都吸引了众多国都吸引了众多国
内外游客内外游客。。

桂林桂林

桂林有壮族桂林有壮族、、瑶族瑶族、、回族回族、、苗族等十几苗族等十几
个少数民族个少数民族，，淳朴的民风淳朴的民风，，独特的文化独特的文化，，诸诸
如农耕如农耕、、节庆节庆、、服饰服饰、、饮食起居饮食起居、、婚丧婚丧、、建建
筑筑、、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宗教信仰等，，构成了一幅浓构成了一幅浓
郁和色彩斑斓的民俗风情图画郁和色彩斑斓的民俗风情图画。。““三月三三月三””
小长假小长假，，赏桂林山水的同时赏桂林山水的同时，，可以去体验可以去体验
一下桂林的独特民族风情一下桂林的独特民族风情。。44月月 33日至日至 44
月月 55 日日，，20192019 壮族三月三壮族三月三··民族体育炫民族体育炫··
民族歌圩节系列活动在桂林同台开幕同民族歌圩节系列活动在桂林同台开幕同
步举行步举行，，在桂林中心广场设主会场在桂林中心广场设主会场，，在桂在桂
林桃花湾旅游度假区林桃花湾旅游度假区（（鲁家村鲁家村、、庙门前村庙门前村、、
鲁家至鲁家至““芦笛三村芦笛三村””沿江步道沿江步道）、）、东西巷历东西巷历
史文化街区史文化街区、、尊神庙夜市设尊神庙夜市设 33 个分会场个分会场，，
共有活动共有活动7171项项。。

崇左崇左

崇左境内居住着崇左境内居住着 2828 个民族个民族，，少数民少数民
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989..88%%，，这里是壮族骆这里是壮族骆
越文化的发源地越文化的发源地，，民族传统文化保留完民族传统文化保留完
整整。。近年来近年来，，崇左市在崇左市在““壮族三月三壮族三月三””期期
间间，，都举办崇左花山国际文化旅游节都举办崇左花山国际文化旅游节，，活活
动丰富多彩动丰富多彩，，展现了崇左的最美风光展现了崇左的最美风光、、最最
真风情和最特风物真风情和最特风物。。

除了游玩除了游玩，，喜欢购物的朋友也可以关喜欢购物的朋友也可以关
注一下注一下““壮族三月三壮族三月三··ee 网喜乐购网喜乐购””板块板块，，
自治区商务厅已于自治区商务厅已于 33 月月 2525 日至日至 44 月月 2525
日日，，以以““建设壮美广西建设壮美广西 共享电商盛宴共享电商盛宴””为为
主题主题，，在北京在北京、、柳州柳州、、桂林桂林、、防城港防城港、、崇左等崇左等
市县开展电商节系列活动市县开展电商节系列活动，，持续打造持续打造““广广
西特产行销全国西特产行销全国””优质特产品牌优质特产品牌，，打造广打造广
西版的西版的““双十一双十一””。。

我们还从自治区体育局群体处获我们还从自治区体育局群体处获
悉悉，，20192019 年广西将继续举办年广西将继续举办““壮族三月壮族三月
三三··民族体育炫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系列活动，，活动时间从活动时间从
33 月月 2525 日起至日起至 44 月月 2525 日在全区各市日在全区各市、、县县

（（市市、、区区））举行举行。。据介绍据介绍，，20192019 年广西年广西““壮壮
族三月三族三月三··民族体育炫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和内容系列活动和内容
主要包括自治区主会场活动表演主要包括自治区主会场活动表演（（花样花样
跳绳跳绳、、花样轮滑花样轮滑、、花样毽球花样毽球、、花样自行车花样自行车、、
芭蕉龙芭蕉龙、、陀螺等项目陀螺等项目）、）、开幕式开幕式、、体育明星体育明星
助阵活动助阵活动（（田径田径、、体操体操、、羽毛球羽毛球、、乒乓球乒乓球、、
围棋围棋、、象棋等项目象棋等项目）、）、体育明星进基层活体育明星进基层活
动以及羽毛球动以及羽毛球、、乒乓球乒乓球、、围棋围棋、、象棋体育象棋体育
明星挑战赛明星挑战赛，，全国花炮全国花炮、、板鞋竞速板鞋竞速、、高脚高脚
竞速竞速、、狮王争霸赛狮王争霸赛、、珍珠球珍珠球、、射弩等项目射弩等项目
邀请赛邀请赛，，陀螺陀螺、、独竹漂独竹漂、、三人篮球等项目三人篮球等项目
对抗赛及健身健美大赛对抗赛及健身健美大赛，，并穿插多项体并穿插多项体
育体验互动活动育体验互动活动、、体育用品展销活动体育用品展销活动、、桂桂
台体育交流活动台体育交流活动、、健身健康特色美食活健身健康特色美食活
动动、、体育文化展示活动体育文化展示活动，，涵盖衣食住行等涵盖衣食住行等
多个方面内容多个方面内容。。

另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旅游厅消另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旅游厅消
息息，，20192019““壮族三月三壮族三月三··相约游广西相约游广西””联合联合
促销活动已于促销活动已于33月月2525日至日至44月月3030日在全日在全
区举行区举行。。活动期间活动期间，，广西针对区内和周边广西针对区内和周边
省区游客推出景区门票优惠省区游客推出景区门票优惠、、自驾游优自驾游优
惠惠、、旅游航线优惠旅游航线优惠、、旅游包机奖励旅游包机奖励、、旅游专旅游专
列包车厢奖励等多项优惠政策列包车厢奖励等多项优惠政策。。

活动期间活动期间，，广东广东、、广西广西、、福建福建、、江西江西、、海海
南南、、湖南湖南、、四川四川、、云南云南、、贵州贵州 99 省区游客凭省区游客凭
本人居民身份证本人居民身份证，，香港香港、、澳门地区游客凭澳门地区游客凭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地区游台湾地区游
客凭客凭《《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可享受可享受
广西所有广西所有 AA 级旅游景区门票挂牌价级旅游景区门票挂牌价 55 折折
优惠优惠。。

20192019 年年 44 月月 11 日日 00 时至时至 44 月月 88 日日 2424
时时，，乘坐广东乘坐广东、、福建福建、、江西江西、、海南海南、、湖南湖南、、四四
川川、、云南云南、、贵州贵州 88 省和港澳台籍车牌省和港澳台籍车牌 77 座座
及以下小型客车来桂自驾游及以下小型客车来桂自驾游，，通行广西境通行广西境
内高速公路时实行车辆通行费内高速公路时实行车辆通行费 55 折优惠折优惠

（（直接过境车辆除外直接过境车辆除外）。）。
此外此外，，广西还推出了系列优惠促销广西还推出了系列优惠促销

活动活动，，希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广西希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广西，，共享共享
民族大家庭的大联欢民族大家庭的大联欢。。

“站台票是中国铁路的文化符号,也是印刻
在每一位旅客心中的不忘记忆”。西安火车站
客运值班员谭仲元拿着一本 2019 年西安火车
站新印制的《站台票的前世今生》图集，给刚入
站的售票员向静讲解着中国铁路的前世今生。
一张张印有西安火车站过往历史、调车机车实
景、西安历史名胜以及未来新车站照片的站台
票，为我们展现着新中国成立70年来铁路建设
的进步与发展。

2019 年是 25 岁的邵璐在岗工作的第 3
年。家在河南平顶山的她在西安上学三年，还
是学生的邵璐一次来火车站乘车遇到困难，求
助亲情服务台时就与谭师傅有了交集。毕业分
配到车站后，她主动申请去服务台工作。2018
年，邵璐如愿与谭师傅签订师徒合同。当看到
师傅的站台票，邵璐非常惊讶。她们这个年龄
段的青工们从来没有见过种类这么繁多的车票
和站台票。“啊！谭师傅，没想到这些站台票中
还有那么多精彩故事，真能从里面见证我国铁
路事业的巨大变迁，使得自己的使命感得到有
效增强。”从此，邵璐帮着师傅，在互联网上发动
有同样爱好的藏友一起交换藏品，每次去外地
或有亲戚朋友去外地都会拜托给师傅带些有特
点的车票。

谭仲元作为一名资深“铁二代”，打小有记
忆时到进入客运岗位工作，便跟随着父母、同事
共同见证了西安火车站先后由 1934 年的站舍
在 1984 年改扩建至今。他见证了从日服务旅
客5万人到30万人，从绿皮火车到空调、高铁，
从旅客出行背着大包小包到轻装出行的一切变
化，铁路服务也由人工向智能转变。

谭仲元在客运岗位上多次帮助旅客解决燃
眉之急，旅客欲赠送礼物甚至金钱来表达他们
的感激之情，在多次拒绝后，谭仲元干脆让他们
将自己的站台票送给他。自此，他便一发不可
收，短时间内谭仲元收到了来自天南海北旅客
送的站台票。数千张站台票代表着受助旅客对
谭仲元工作的肯定及感激之情。

谭仲元这一收集便是几十年，站台票数量
也高达 3000 多张，汇集成图册也有十几本。
3000 余张站台票不仅承载着旅客离别时的苦
痛，也承载着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进步的飞速、
发展的强大，见证了中国铁路、西铁集团公司乃
至西安火车站的改革变迁。

2004 年夕发朝至的 Z20/19 次西安-北京
西直达特快列车全列软卧开始发售，“异地售
票、快捷方便”，“为了您出行购票方便，西安车
站在全市40多个售票网点竭诚为您服务，如果
您想乘 Z20 次直达特快列车到北京，只需拨打
订票电话”这一站台票宣传方式，也预示着铁路
已经打破了传统经营模式，开创自主营销新模
式。同时，一张张宣传庆祝西安铁路局成立、宝
天线宝天段通车、西铁安全生产 2000 天的站
台票，也记录了西安铁路局集团公司的改革发
展之路。

如今，随着铁路网越织越密，高铁、动车拉
近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铁路客运服务走上“互
联网+”智能化发展快车道，站台票也逐渐被

“送站亲情卡”“送站扫二维码”等新方式所取
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收集站台票是谭仲元的爱好之一。其实，
他不仅仅收藏站台票，还收藏火车票。而他收
藏的火车票别具一格，一种是按火车票站名收
集，将站名从 A—Z排序，累计收藏全国现有火
车站车票 1599 张；另一种是收藏百家姓车票，
在实名制车票出台后，谭仲元便集齐了包含（上
官、司马等少见的复姓）百家姓车票。这几千张
火车票就像站台票一样，共同向我们展示着车
票背后归来时健步如飞的兴奋，亲朋好友见
面时的嘘寒问暖，普速火车站广场上的相拥而
泣……那一桩桩、一件件感人的故事。

作为人们出行方式变迁的见证，站台票、火
车票都铭刻着时间的印记，尤其是天南海北的
站台票更承载着地方文化的表达。已经消失的
站台票将各地人文景观、自然风景、车站楼舍等
内容印于票面，与铁路运输形影相伴，成为铁路
发展的见证者。同时，正是这一个个像谭仲元
这样的铁路工作者，在时代发展过程中，通过小
小的站台票，向我们诉说着那些逐渐消失的老
物件、逐渐接替的新兴事物，以及让人唏嘘的荏
苒时光。

玩转八桂嘉年华玩转八桂嘉年华
□□ 童童 政政

站台票故事多

□ 雷 婷

唱山歌来唱山歌来

这边唱来那边和这边唱来那边和

山歌好比春江水山歌好比春江水

不怕滩险湾又多喽湾又多……不怕滩险湾又多喽湾又多……

农历农历““三月三三月三””不仅是广西壮族的重要节日不仅是广西壮族的重要节日，，也是汉也是汉、、瑶瑶、、苗苗、、侗侗、、仫佬仫佬、、毛南等世居民族的重要节日毛南等世居民族的重要节日。。广西壮族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从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从20142014年度起年度起，，在每年在每年““壮族三月三壮族三月三””期间期间，，全区放假两天全区放假两天，，并组织引导全社会开展民族特色并组织引导全社会开展民族特色

和地方特色浓郁的群众性活动和地方特色浓郁的群众性活动。。当年当年，，全区第一次享受了全区第一次享受了44月月22日日、、44月月33日两天日两天““三月三三月三””假期假期。。此后此后，，经过周末经过周末

调休或与清明假期相连调休或与清明假期相连，，全区更是拥有了一个全区更是拥有了一个44至至66天的独特小长假天的独特小长假。。如今如今，，““壮族三月三壮族三月三””已经成为广西富有魅已经成为广西富有魅

力的文化旅游品牌力的文化旅游品牌。。

消 失 的 站 台 票 ，

是我们对火车站最温

情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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