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春运看铁路，铁路春运看广东”。
自1980年首次提出“春运”概念，到今年正
好40年。广铁集团作为我国春运发源地，
一直是全国春运发展和演变的风向标。近
日，记者来到广铁集团管内各站探访，切身
感受春运发展脉络，深刻体会春运巨变。

广铁列车从100余对到1300余对

运力之变背后是经济实力提升

改革开放以前，珠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
员不到100万，到2017年，增加到2700万。
2000年以前，广东省人均铁路里程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珠三角每年铁路春运运力缺口接
近千万。运力和运量间的巨大矛盾，使得春
运“挤”“难”成为那个时代抹不去的记忆。

改革开放初期，出粤铁路通道只有京广
铁路一条干线，客货混用。1996年，京九铁
路建成通车；2004年，广茂铁路贯通；2009
年，武广高铁通车运营；2013年，厦深铁路
开通运营；2014年，南广、贵广高铁相继建
成；2018年，广深港高铁全线贯通。至此，
进出广东的铁路通道增加到8条，广东省高
铁里程达到4000多公里。广东出省高铁建
设步伐仍在继续，赣（州）深（圳）、包（头）海
（口）等高铁均已开工建设。

1996年前，广州地区只有一个广州火车
站，设计能力为日均运客2.5万人次，而实际日
均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1996年9月，广州
东站建成使用。2009年底，广州南站建成运
营。一城多站，大大缓解广州站春运压力。近
10年来，广州站单日峰值由2010年的23.3万
人次下降到今年的14.2万人次。2015年，广
州南站春运日均发送人数首次超过广州站。

目前，珠三角地区穗莞深所有车站的日
发送旅客均在1万人次以上。其中广州南
站每天的动车发送数量和旅客吞吐量均居
全国第一；佛山西站是全国最大的下进下出
式高铁交通枢纽；福田车站是亚洲最大的地
下火车站。今年和后年，广东和湖南将实现
市市通高铁。

经过40年发展，广铁管内铁路运营里
程从 1980 年的 2379 公里增加到今年的
10000公里，春运每日开行列车对数从1980
年的日均100余对增加到今年的1300余
对，春运发送人数也从1981年的991万（50
天）增加到今年的6950万（40天）。今年春
运，珠三角往成渝方向的运力同比增加10
倍，昔日最大运力瓶颈基本被打通，除重点
地区的热门方向车次外，“一票难求”状况已
得到大大缓解。

华南理工大学靳文丹教授认为，未来随

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珠三角外来流动人口
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越来越多人
会选择在家门口就业创业。届时春运“民工
潮”将不再，珠三角春运压力也将逐步减轻。

买票从“十里长龙”到刷证进站

售票之变背后是科技进步

如何把有限的运力在短时间内公平公
正地分配给数千万有潜在需求的旅客，这才
是春运最难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以前，
购买春运火车票唯一正规渠道就是在各大
车站售票窗口排队。“当时深圳火车站的购
票旅客从车站窗口一直排到站前路，足足有
十里路长，很多旅客都是全家老小上阵轮流
通宵排队。”从事客运工作30多年的深圳车
站客运值班员魏迎春对当年春运“买票难”
至今记忆犹新。

为了破解售票难题，广铁集团多次率先
在全路创新推出售票方式变革。

1997年春运，广铁在全路率先使用电
脑售票系统，彻底告别铁路硬板车票时代，
大大提高了售票效率。当年广深铁路率先
使用自动售票机。1999年春运，广铁率先
在全路推出外来工团体订票，22年共为8万
家企业外来工送去 1300 多万张火车票。
2005年春运，广铁在全路率先开通电话订
票，旅客在家打个电话就可买到火车票。
2010年春运，广铁和成都局率先在全路实
行实名制售票，有效遏制“炒票”行为。

2011年春运，广铁全面实行互联网售
票，同时加密城乡车票代售点。2018年春
运开始，广铁火车票代售点窗口基本覆盖粤
湘琼三省各大中城市及5万人以上乡镇。
近年来，广铁又先后实现银行卡、微信和支
付宝无现金购票。

2020年春运，广铁管内所有高铁、城际
线路已全部实施电子客票，铁路春运步入电
子客票时代。电子客票在高铁线路的全面
普及，将打通互联网与车站窗口的服务渠
道，有利于推行旅客自助化实名验证、自助
化验票等无干扰服务，为春运期间旅客出行
带来更大便利。

时速从35公里到350公里

速度之变背后是效率提升

在没有高铁的年代，旅客能够买到一张
返乡火车票、挤上一趟回家列车，哪怕一路
站着，都是一种“幸运”。“当时为了让旅客挤
上车，我们用肩膀顶、用手推。”在广州站工
作了35年的朱海滨对当年的春运场景还记

忆犹新。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旅

客对春运的服务需求，已经不再停留在“走
得了”层面，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
趋势。春运40年，铁路部门大力推进运输
供给改革，让旅客走得更好更快更有尊严。

1997年以前，由于客车车底数量不足，
每到春运高峰期，铁路部门都要调用一批货
运棚车，经过简单改造后运送旅客。1997年
春运，铁路部门用“绿皮车”（非空调）全面代
替棚车，棚车从此退出春运历史舞台。2009
年春运，广铁开始大量使用空调车，替代非空
调车。2010年春运，时速350公里的“和谐
号”动车组奔驰在武广高铁，旅途舒适度进一
步提升。2018年春运，最高时速可达400公
里的“复兴号”动车组正式亮相，旅客可以享
受WiFi全程不断线服务。今年春运，广铁管
内开行“复兴号”动车组接近500组。春运客
车时速从35公里提到了350公里。

今年春运，广铁集团动车组配属数由
461标准组提高至489标准组，其中复兴号
配属数由102标准组提高至128标准组，并
首次在普速铁路配属了动力集中式复兴号
动车组。

今年春运，潮州动车所将投入使用，极
大缓解了广州、深圳地区动车组存车和检修
压力，为增开动车组列车创造了条件。同
时，广铁集团进一步优化动车组修程修制，
部分日常动车组车底能新跑增开的高峰线。

“今年春运，广东铁路不仅大幅提升了
运力，而且大大提高了春运效率，首次实现
高铁、城际和普速动车组开行全覆盖、动车
组开行占比提高到七成以上。广东铁路春
运正式步入动车组出行新时期。”广铁集团
客运部主任张哲说。

连日来，广州南站虽然已处于春运客流
高峰期，但车站却忙而有序，进站口前旅客
排队安检，候车室里旅客淡定等候，站台上
旅客有序上车。作为全国春运客流最大高
铁站，这种场景令人赞叹。

广州南站站长王洪军介绍，今年春运广
州南站停靠动车组数量为全国之首，日均停
车超千趟，日均发送旅客31万人次，是10
年前开站之初的20倍。为此，车站在春运
前完成了五大畅通工程，既凸显高铁大站快
速运客优势，也让春运旅客出行更顺畅。

畅通购票渠道。广州南站新增30台自
动售取票机、4个退票改签专窗，春运高峰期
开设76个人工售票改签窗口、187台自动售
取票机，并根据旅客排队情况，动态优化调整
人工售票窗口功能。广州南站春运已全面
实现电子客票，除香港西九龙方向外，已购
买广州南站始发电子车票的旅客只需持购
票有效证件原件就可进站乘车，无需再取纸
质车票，以往车站密集购票人群被分流了。

畅通验证通道。优化广州南站实名制
验证区布局，增加19台实名制自助验证设
备，开启自助实名制验证通道71个、人工验
证通道28个，其中设置急客、商务旅客等专
用通道9个，并安排专人引导旅客快速通过。

畅通安检通道。对广州南站三层安检
区域通道进行改造，高架候车室、广珠候车
室共新增20个安检通道，春运高峰期间全
部开启56条安检通道，大大提高了旅客进
站安检效率，安检排长龙现象基本不见了。

畅通检票通道。广州南站新增自动检
票闸机129台，旅客检票操作终端95台、手
持移动检票终端67台，改造自动检票闸机
134台、实名制闸机71台，同时加大电子客
票宣传，引导乘客直接刷身份证进站。

畅通换乘通道。在广州南站每个站台中
部安排客运员宣传引导，补强换乘引导标识，
加强站台广播宣传，组织旅客有序中转换乘；
在电梯口、楼梯口安排专人防护，防止与进站
旅客形成对流。

1974年建成的广州火车站，46年来身
处改革开放大潮潮头，承担了重任。改革开
放至今，一批又一批寻梦者涌入广东，广州
站是他们迈向新生活的起点，凝聚着他们对
未来的憧憬，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

46年来，广州站的设施设备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2005年，广州站站场改造，
由原来的1.15万平方米增至1.6万平方米；
增设了旅客通道和6部自动扶梯。2019
年，广铁集团投入2亿元对各大主要车站候
车室改造翻修。广州站增加候车面积4000
平方米，实名制验证闸机和安检仪整体外
移，搭建30米广场进站连廊，设立东中西3
个进站口，启用全新客运组织模式。

在3个进站口共增加50台自助核验闸
机，启用二代身份证验证进站模式。候车室
由13个常规候车室整合为6个大候车室，
改变传统两次候车模式实行一次进站候车。

广州站原本设计接发列车能力日均仅
35对。时任副站长的林志忠回忆，1985年

前客流主要是香港、深圳、东莞与广州往来
的客流和省内不发达地区前往广州、深圳、
东莞的打工者，车站完全可以应对。2020
年春运，广州火车站节前接发旅客列车159
对。

建站初期，广州站候车能力有限，仅能
容纳2万多人，大部分旅客在站前露天广场
候车。随着硬件条件的改善，广州站的服务
也在不断升级。

2010年起，广州站为老幼病残等重点
旅客设立爱心家园专区。广州站每逢春节
等节假日，都成立党员乘降突击队，动员青
年志愿者维持旅客乘降秩序，开展亲情帮
困、帮携服务，使旅客乘降更轻松。

2002年起，广州站设立以张红英为代
表的“038”亲情服务队，提供优质服务。
2012年春运起，设立“亲情服务台”，免费提
供手机充电和亲情电话服务。2013年，开
通官方微博，为旅客及时提供最新的乘车
资讯，搭建了双向沟通的桥梁。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大家新年好……”1月16日
中午，广州风和日煦，广州南站显得格外热闹，一阵稚嫩歌声
在三层候车大厅中央传开。“全民K歌体验区”前，一位老人一
个劲儿地给唱歌的小女孩鼓掌。老人名叫胡海生，他告诉记
者广州南站是他们一家团圆的起点站。

“这几年坐高铁，一年一个样，第一次看到高铁站还能K
歌，孩子觉得新鲜就跑上去了。今年不用排队取票，刷身份证
就能进站，省了不少时间。”说起春运变化，胡海生滔滔不绝。
胡海生9年前退休，平日与大儿子住在广州，由于儿子儿媳妇
忙于工作得晚些回。每年春节，本着“在老家过年”的风俗，他
跟老伴都会带着孙女先行一步，与在贵阳老家的亲人们团
聚。为了减少旅途奔波，高铁成了他们的首选。而在去年8
月，老伴因病去世，老两口再也没法一起回家了。

短暂的沉默后，胡海生陷入回忆……6年前，贵广高铁开
通，珠三角与西部地区的铁路运输“大瓶颈”打通，大儿子选择
入粤经商，老两口在家照顾不满2岁的孙女。2017年，大儿
子在广州买了房，将老两口和孩子接了过来。“那时候，我们是
头回坐高铁，站台上只听见‘呼呼’声，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

2018年，刚大学毕业的小儿子进了部队，过年时才有假
期，一家人约定过个团圆年。“尽管通过‘候补购票’买到了票，
还是差点没赶上车”。2019年1月29日，广州南站人山人
海。因年纪大了，外加时间紧迫，胡海生赶去取票时扭伤了
脚。“幸亏‘U彩’服务台立马弄了辆轮椅送我上车，不然就要
错过回家的车了。”胡海生说。

“如今来广州南站坐高铁的人越来越多，秩序却越来越
好，看得出来下了‘硬功夫’，这是‘中国高铁’的进步，背后是
国家实力的体现！”胡海生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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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列车从此启程

广铁发展见证春运40年巨变——

实现更快更好更有尊严的出行实现更快更好更有尊严的出行

广州南站：

最大客流高铁站力保顺畅有序

广州火车站：

老车站“软”“硬”升级再出发

“谢谢你们一路上悉心照顾，让我们俩平安顺利到站。”1
月18日3时30分，在长沙火车站三站台，两名孕妇一前一后
拉着龚梁和张昕的手，连声道谢。

龚梁和张昕是广铁集团长沙供电段职工，他们已经连续
3年支援春运临客值乘任务了。今年春运，龚梁和张昕值乘
佛山至长沙的K6636次列车，一个交路下来，需要在长沙至
佛山之间跑3个来回。

1月17日正值北方小年，18时08分，龚梁和张昕所值乘
的K6636次列车满载着归家旅客从佛山出发。

19时30分，列车在广州北站发车不久，负责17号车厢的
龚梁在巡视车厢时发现一名孕妇面色发白，有呕吐症状，他立
即上前询问，原来该女子姓李，今年39岁，去年怀上了双胞
胎，现在已经快7个月了。龚梁一边联系列车长，一边指引孕
妇到人少的地方休息。“龚梁，请将孕妇带到餐车工作席来，这
边已经腾出地方给她休息。”听到列车长的命令，龚梁马上护
送李女士及其丈夫前往餐车休息。

“列车员，我妻子身体不适，麻烦帮忙看看。”当日20时
20分，12号车厢列车员张昕接到旅客求助。该车厢广西籍旅
客朱先生的妻子吴女士出现了恶心腹痛症状。吴女士今年
25岁，怀孕4个月了。由于有眩晕病史，再加上春运期间车
上人多，空气闷热，导致身体出现不适。张昕立即将吴女士安
排在乘务间稍坐片刻，随后与列车员曾彩苏一道将吴女士夫
妻护送到餐车休息。

列车到达长沙站后，两名孕妇找到龚梁和张昕道谢，两个
大男人不好意思起来：“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祝你们
春节快乐！”稍作休整，他们继续值乘列车前往佛山，将满满的
爱心奉献给下一趟列车的旅客。

让温暖陪伴回家路
广州站升级改造焕然一新服务春运。图为旅客在广州站站前广场自拍。 （资料图片）

服务了这么多年的春运，我感觉今年的秩序最
好。因为春运前广州火车站经过全面升级改造，候
车环境更加舒适，旅客候车体验更好了。

我们将实名制验证闸机和安检仪整体外移，设
立东中西3个进站口，搭建30米广场进站连廊，从出
站口至东票厅新建8800平方米雨廊作为旅客进站
缓冲区，实现了取票乘车零距离。车站内，原来的
13个常规候车室整合为6大候车室；通过征用部分
行包区域等方式，增加了候车面积4000平方米。

除了提高出行的舒适度，我们站还特别注重旅
客的安全。按照属地政府及国铁集团统一部署，我
们在车站配备了红外线智能体温检测系统及手持测
温仪，在旅客列车上配备手持测温仪；采取预防性消
毒、随车消毒和终末消毒等方式，每日对候车室、旅
客列车进行消毒；加强车站和旅客列车空调通风设
施检查、维修和消毒，做好候车室和旅客列车通风换
气，保持室（车）内空气清新。在此提醒大家，如果有
购买了武汉出发或到达车票的旅客想退票的，除夕
24时前免收退票手续费。

春节在即，我们一定服务好广大旅客，让归家的
旅途更舒适更安全。

（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

让旅客安全顺心回家
2020年1月22日 多云

广州站值班站长 李文豪

广 州 南 站
铁 路 书 法 家 教
旅 客 写 新 春 寄
语春联等。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