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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大年初六，为期40天的春
运时间过半。从东北地区来看，在这
一年一度的迁徙盛宴中，今年春运的

“味道”发生了新的变化。
今年春运有点“淡”

2 月 9日正月初五，春运第 20
天。8时11分，沈阳北站开往北京
南站的G218次高铁列车从沈阳北
站正点驶出。这是今年铁路实施“新
图”后，沈阳首次开行一站直达北京
的高铁列车，也是京沈间运行时间最
短的列车，只需要3小时45分，旅客
就可以抵达北京。

沈阳局集团公司客运部副部长
耿令乾说，去年底京哈高铁承沈段、
新通高铁开通运营后，沈阳局运营里
程达到了13834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2909公里。今年春运，统筹高铁和
既有线路能力，充分发挥东北路网优
势，不断挖掘潜力，加大运力投入，运
力安排为历年春运之最。

2月9日，沈阳局在开行347对
图定列车基础上，还在返程热门线路
加开临时旅客列车41列，其中动车
组19列，使用20组动车安排重联
32.5对，加挂车厢166辆；将配属的
184组高寒动车组全部上线投入运
用，做到动车组“零备用”，全力满足
旅客返程需求。

充足的运力，让春运的味道不知
不觉中变“淡”了。

大年初五，返程高峰已经到来，
但在沈阳、长春、大连等各大车站，却
看不到往年的人山人海，取而代之的
是井然有序的候车和乘车。

在沈阳站乘车前往哈尔滨的刘
女士告诉记者，10多年前，春运中的
旅客往往有一种“狼狈感”，只要能回
得了家就很满足了。现在，由于高铁
的大面积开行，旅客出行越来越从
容，选择越来越多了。

耿令乾说，以春节为分界点，春

运前期，沈阳局日均发送旅客60万
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近4万
人。这一系列变化源于管内路网更
加完善，车次更加密集，旅客不再集
中于某一条线路或者某一趟车，丰富
的出行选择让回家之旅变得越来越
简单。

在沈阳北站售票大厅，往年排长
队购票的旅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每个窗口购票旅客不超过10个人。
沈阳北站副站长高松介绍说，这是源
于沈阳局对全社会做出的“窗口排队
购票旅客不超过10人”的郑重承诺。

回家旅程更暖了
在沈阳北、沈阳、长春、大连等各

大车站，随处可见高高挂起的大红灯
笼、中国结和春联，欢乐喜庆的节日
气氛扑面而来。

长春至乌鲁木齐T302次列车
是沈阳局管内运行里程最长的列
车，全程运行55小时 56分钟。列
车长马云鹏告诉记者，今年除夕列
车联欢再次上演，列车员和旅客们
载歌载舞，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大年
三十。

耿令乾说，为让旅客温暖回家，
各大车站主动与当地机场、航运、地
铁、公交等交通部门有序衔接，努力
提供便捷的短驳服务，让旅客出行更
加顺畅。各车站按标准配齐了便民
餐桌、保暖坐垫、手机加油站等服务
设施。同时，强化防寒供暖，保证候
车室、售票厅室内温度适宜。加强非
空调列车的防寒保暖，确保车内温度
达标。

多给旅客温暖，不给旅客“添
堵”，沈阳局着力打造客运站车重点
旅客全程服务网络，全天候受理旅客
服务需求。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
客，各大车站提供进出站、上下车“一
条龙”帮扶服务。坚持“首问首诉负
责”原则，提高一次性解决问题效率，

做到件件有登记、有跟踪、有结果，形
成旅客问询服务的闭环管理。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春节出游。为
此，沈阳局还开行了许多特色列车。
例如，开行沈阳北到松江河的“雪国
列车”，游客可以在长白山脚下童话
般的雪国世界尽情畅玩，感受不一样
的风土人情；开行“雾凇专列”，旅客
可前往吉林市松花湖，在沿江十里长
堤上欣赏琼枝玉叶；开行“滑雪专
列”，方便旅客前往长春感受冰雪运
动的乐趣。

春运感觉更爽了
在丹东火车站，“小兰智行服务

平台”吸引了很多旅客驻足。旅客邹
先生准备乘坐2258次列车前往沈

阳，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候车，他试着
问问这个平台，不到3秒钟，智能人

“小兰”就为他显示出候车信息。
丹东站客运员徐丽姬说，“小兰”

不仅能为旅客提供这些基本的咨询
服务，一些候车时间长的旅客，“她”
还会根据需要，为旅客献上轻松的歌
曲或舞蹈，带给旅客一个全新的候车
体验。

春运期间，旅客们发现，购票、候
车、乘车等一系列环节，一部手机即
可搞定。

沈阳局对各大车站进行智能导
航系统建设，旅客通过手机App可
以实现自助进站、候车、换乘、出站位
置引导，餐饮引导，设施查询等信息
服务。

包括去年底新开通的京哈高铁
承沈段、新通高铁在内的沈阳局集
团公司全部6条高铁66个车站，都
增设了自助实名制核验闸机，旅客
持二代身份证“刷脸”即可进站，不
仅免去了取票进站的环节，更大幅
提高了旅客进站效率，通过这种方
式进站，较传统进站方式节省了一
半的时间。

沈阳站工作人员阴发武说，今年
春运车站新增了7台人脸识别机，
300余列动车组列车实现了不用换
取纸质车票、持二代身份证自助进出
站检票，持二代身份证的旅客单人单
次通过最快只需2秒钟。

据新华社

叫个车、寄份快递、出去吃顿
饭……春节期间，很多人发现平
日习以为常的各种消费，可能要
加收一定的服务费。涨价固然意
味着消费者要多掏银子，也会令
部分人感到“肉痛”。不过，针对
这种“明码标价”式的涨价，不少
人表现出了理解和宽容。

春节是快递业务的低谷，大
量的快递员返乡过年。虽然主要
快递公司纷纷表示“春节快递不
打烊”，但服务时效和快递费用不
可避免地出现调整。

韵达快递表示，根据市场变
化，为满足客户寄递需求，韵达将
于2月3日至9日开启“春节模
式”。在此期间，为了保证春节期
间的快递服务质量，每票快件将
加收10元服务费，同时服务范围
和时效将有所调整。

“快递业的春节运营，是一种
值班模式。”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
顾问徐勇说，在人手不足的情况
下，快递公司以价格手段调节消
费需求的做法，符合市场规律。
国家邮政局在部署春节期间寄递
服务保障工作时，也明确提出要
严格落实劳动法关于节日期间薪
酬保障的规定。

与快递不同，春节期间打车
业务迎来了高峰。大年三十那一
天，武汉市民杨宇卿从光谷打车
去汉口火车站。打开叫车软件
后，平台显示每单业务根据距离
不同，要加收 6 到 9 元的服务
费。平台表示，多加的服务费将
作为网约车司机的补贴。

“大过年的司机也不容易，多
加9块钱我可以接受，前提是这
些钱真正到了司机口袋。”杨宇卿
说，相比多加的服务费用，多数乘
客更关心的是春节能不能及时打
到车、服务质量好不好。

春节期间的广西北海涠洲岛
艳阳高照，游人如织。8日中午，
在岛上一家“网红”海鲜餐厅，游
客排起了长队等待就餐。慕名而
来的山东游客徐以峰拿到一份菜
单，上面显示由于春节因素，每道
菜需要加收5元服务费。

徐以峰说，这家餐厅的菜品
价格不贵，平均每道菜也就四五
十元左右。加收5元服务费，相
当于提高了10%左右。“春节是
旅游旺季，多数消费者最怕的是
开始不说清楚，后面胡乱加价的
行为。这种‘明码标价’的涨价，
大家反倒能接受，这么多人排队
就印证了这一点。”

不少市民认为，春节期间“明
码标价”式的涨价，是对劳动者付
出的肯定和尊重。但他们同时也
对消费市场涨价乱象感到心塞。

徐以峰说，如在一些城市的
火车站、飞机场，仍有不少黑车徘
徊，对外地游客报出动辄两三百
元的价格。在热门旅游城市的餐
饮、集贸市场，有些经营者表面看
上去不涨价，暗地里却缺斤少两
坑消费者，给祥和的节日添堵。
不过，随着政府监管力量的加强，
这种乱涨价的市场空间注定越来
越小。

据新华社

退休干部 韩导勤：
我心中的年味就是团圆的喜乐

气氛！多年前，春晚舞台上唱响的
一首《常回家看看》，击中了游子柔
软的内心，引发千家万户的强烈共
鸣。“常回家看看”，看什么？许多人
都理解为子女要常回家看看父母，尤
其是新春佳节，儿女要回到父母身
边，陪老人聊聊家常，吃顿团圆饭。
其实，我觉得“常回家看看”另有一层
含义是“常回家给父母看看”。子女
们常回家看看父母，多给予老人精神
慰藉，尽好“孝养”之道；父母盼望孩
子们常回家看看，则是希望有更多的
机会能摸摸孩子的身体是否长得更
壮实些了，问问孩子就业、创业、事业
是否有了新的进步，在两代乃至三代
人的欢声笑语中，让老人亲历感知到
孩子小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满……希
望天下子女都能“常回家给父母看
看”，我们老年一族的幸福感将会更
加实在、浓郁！

小学教师 魏盼：
我最留恋的年味就是那热烈热

闹的感觉！小时候过年最期盼的
事，就是除夕夜、元宵节看舞龙舞狮
表演，鼓锣齐鸣、龙腾狮跃，兴奋、热
闹、欢乐！舞龙舞狮队伍经过每家
门口表演时，每个家庭总会拿出最
好的年礼馈赠给为大家带来欢乐的

“长龙”和“雄狮”。我小时候总是提
前让父母准备好礼品，等“长龙”

“狮子”经过我家门口时，我就举起
“年礼”让“长龙”“狮子”叼走。现
在，舞龙舞狮的堂会越来越少了。
今年春节，返乡的人们珍惜相聚的
时光，我们又组织了新的娱乐项目，
我喜欢弹吉他，和家乡的音乐爱好
者、返乡大学生一起搞了一场新春

“音乐会”，有摇滚乐，有民族风，还

有传统经典曲目，以此表达新春的喜
悦和对家乡的热爱，整个村子热闹起
来，这给父老乡亲带来了耳目一新的
欢乐，新年过得热闹而有滋味！
旅行社经营者 姚毅：

新春有了新韵味。曾经，此起
彼伏的炮竹声，绚丽多彩的烟花秀
是过年必不可少的装点，爆竹声中
一岁除，烟花绚丽迎新春，给人们带
来了无尽的欢乐。今年，我居住的
扬中市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那
种由空气渗到心里的年味可能会淡
了，但我想，这样空气质量会更好，
环卫工人也可省心不少；以前每到
过年，因燃放烟花爆竹，也会出现很
多安全事故，实施禁放新规，春节更
详和、更安全了。生活在变，作为生
活形式的年味，也随之改变。以前

人们过年喜欢走亲访友，吃吃喝
喝。现在外出旅游过年的人越来越
多。今年春节通过我们旅行社旅游
过年的游客就很多。一家人一起旅
行庆祝新春佳节，非常开心，这是别
样的精彩和年味新的表达！我也带
着家人去园博园观赏灯会，这年味
也是一样的温馨！

（职称评审关系到每个专业技
术职工的切身利益，有读者来信息
呼吁加快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建议
授权达到一定规模、层次的用人单
位自开展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对于
这个问题，您有何看法，欢迎聊聊。
来稿300字左右，微信：Zhigongliao-
ba；邮箱1036639134@qq.com。）

本报讯 （记者 徐军霞 通讯员 罗
维真 殷秋扬）泰州医药行业工会工作
扎实有效，新一年要进一步提高产业
工会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推动行业
工会的建设，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充分发挥职工主力军作用，打造高品
质的劳动竞赛，进一步提升职工素质
队伍，服务企业促发展，服务职工促和
谐。近日，省总工会副主席井良强带
领省机冶石化工会干部一行来到泰
州，与医药产业工会工作者座谈交流
情况，走访慰问困难职工，并对产业工
会工作发展提出要求。

扬子江药业集团在工作中坚持贯
彻“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的方
针，每年定期召开职代会，讨论审议企
业各项制度、重大决策和方案，让职工
真正参与到企业的重大经营战略规
划、决策制定以及制度制定中来。同
时，不断扩展沟通渠道，借助职工意见
箱、总经理信箱、工会干部下访、座谈
会、满意度测评等多种形式，倾听职工
呼声，广泛征集职工合理化建议和“金
点子”。今年他们共收到合理化建议
120余条，其中宿舍区改造、厂区安装
路灯等建议和意见已被采纳和付诸实
施。企业还专门设立了爱心基金，救
助家庭遭遇特殊困难的职工。春节
前，小戴等6名特困职工收到省总工

会送来的年货和慰问金。
泰州医药高新区目前聚集了国内

外70多家知名大家和医药研发机构，
落户了900多家国内外知名医药企业，
共建立各类基层工会组织254人，会员
24700人。今年1月10日成立了生物
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工会联合
会。泰州泽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保洁
员小陈的丈夫患病需长期治疗，女儿今
年刚刚考入南师大。江苏爱源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小杨家里三胞胎
正在上幼儿园，租房居住，家里三个老
人都无经济来源且身体不好，需每天服
药。夫妻二人要养活8个人，生活压力
很大。他们的困难受到省总工会的关
注，要求当地工会帮助这些家庭解决暂
时难题，做到一步到位。

据了解，泰州多家药企工会工作很
有特色。济川药业集团每年向职工发
放住房、交通补贴、生日红包等；苏中药
业集团将劳模工作室作为职工成才成
长的重要平台，通过联盟技能比赛等形
式，大力提升职工队伍素质；江苏泰康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向职工推出了至少12
年的购房无息贷款，缓解职工生活压力；
外资企业瑞莱生物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刚成立不久，工会将钱花在刀刃上，让职
工得实惠的同时促进了企业发展，也让
外资企业主对工会工作点了赞。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路 记者 王
槐艾）日前，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总
工会举行“废纸换新纸、建功宜居城”
活动，以实际行动落实劳模代表建
议，组织职工为扬州建设环保宜居城
市、国际文化旅游城市和新兴科创名
城作贡献。

在前不久召开的省“两会”上，省
人大代表、省劳模、永丰余造纸（扬
州）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范燚提出，
要加大循环经济发展力度，由工会组
织职工收集废旧纸到他们企业换新

的办公、家庭用纸，既减少污染又变
废为宝。消息经本报报道后，扬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高度重视，迅速
在企事业单位中进行广泛动员，倡导
大家实行垃圾分类。活动现场，范燚
带领职工用永丰余造纸生产的多种
家庭用纸，与企业代表和环卫工人进
行废纸换新纸，同时向大家宣传友好
对待资源、友好回收循环知识。

开发区工会负责人表示，将把“废
纸换新纸”活动作为工会建功环保宜
居城市的重要工作，持久开展下去。

本报讯 （通讯员 戴顺阳 记者 王
槐艾）日前举行的高邮市总十六届十
一次全委（扩大）会议指出，今年该市
工会工作将立足高质量发展要求，不
断推进思想解放，深化改革创新，重点
抓住“五件大事”，着力实施“六项工
程”，提升服务大局、服务职工水平。

五件大事是指深化送政策进企
业活动，深化市工会机关和工人文化
宫改革，推进科创中心综合体“职工

之家”建设，推进职工大讲堂建设，打
造职工服务中心。“六项工程”即是素
质提升工程，坚定不移把握正确的政
治方向；建功立业工程，充分发挥工
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固本强基工程，
不断激发基层工会工作活力；和谐共
建工程，全面提高职工群众幸福感；
改革创新工程，增强工会高质量发展
驱动力；实施党的建设工程，保驾护
航新时代工会工作。

本报讯（记者 徐军霞 通讯
员 宏生 爱平 李娜 袁胜）日前,
泰州镇江多地开展以“工会常
伴·贴心送暖”为主题的向困难
职工送温暖行动，把党和政府的
关怀、工会组织的关爱送到职工
身边。

泰兴市总工会开展了“新春
暖基层”慰问活动。他们分两组
来到黄桥镇华溪社区和翁庄村，
为20户困难群众送上每户500
元的慰问金和牛奶、豆油等慰问
品。这20户贫困家庭有的因病
致贫，有的因病返贫，有的是孤寡
老人，年老体衰，疾病缠身；有的
父母双亡，孤苦无依。市总领导
叮嘱随行的村负责人，平时要经
常关心他们的生活。

兴化市总党组副书记陆殿仁
率队走乡镇、进企业、到困难职工
家中，走访慰问困难职工，为他们
送去慰问金、慰问品、解困脱困联
系卡和新春祝福。陆殿仁每到一
处，都详细询问困难职工生活情
况、家庭情况、身体情况以及目前
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鼓励他们坚
定解困脱困的信心，保持乐观向
上的生活态度，并通过自身的努
力和政府的帮助，克服眼前的困

难，努力改善生活条件。
高港区总工会将送温暖活动

与“新风解难题、新春暖基层、新
年谋新篇”专题活动有机结合，组
织工会党员到大走访大落实活动
中结对的圩岸社区开展“集中走
访”和“慰问服务”活动。此外，还
组织工会干部开展“阳光扶贫”活
动，深入社区，给低收入农户送去
工会的关爱。该区总工会共投入
资金近15万元，惠及各类困难职
工群众近200人。

海陵区城东街道党工委领导
到泰州油恒油气工程服务有限公
司，深入生产一线慰问春节期间
坚守岗位的“石油人”，送去节日
的问候，职工们深刻感受到来自

“娘家人”的关爱与温暖。
春节前夕，镇江市文化广电

新闻工会工作委员会带着党和政
府的关怀、带着全系统几百名干
部职工的浓浓爱心，前往句容茅
山老区，深入贫困户家中，了解他
们的致困原因和生活情况，送上
慰问金和慰问物资。他们还组织
系统内的书画家们一同前往村
里，送文化、送祝福。书画界的

“大拿”们现场挥毫泼墨，为村民
写对联、送“福”字。

说说我心中的年味

泰州医药产业工会：
为企业发展服务职工助力添暖

扬州经开区工会发动职工“废纸换新纸”
高邮工会今年聚焦“五件大事”“六项工程”

多地工会关爱困难职工

中车浦镇公司杯新闻摄影季赛中车浦镇公司杯新闻摄影季赛

春节期间，
工程建设者在全
球首个特高压环
网 1000 千 伏 淮
上线控制性工程
的“咽喉”——全
长 5468 米，穿越
长 江 最 低 处 75
米苏通GIL综合
管廊进行电气设
备安装，以确保
工程按期完成。
黄海 汤德宏 摄

一部电影火了——《流浪地球》，
一首歌曲热了——《我和我的祖国》；
大到博物馆里熙熙攘攘、民俗活动热
热闹闹，小到家门口的春联福字、街
道上的大红灯笼——在春节期间，各
种文化元素，或时尚或传统，时时处
处，伴随着人们欢度新年。

节日与文化历来密不可分。随
着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国人的精神
追求日益增长，文化顺理成章地成
为节日的重要角色。而作为中华民
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蕴藏
着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过
年、过文化年自然也蔚然成风。

因为热爱，所以投身，因为信
任，所以选择，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生
活，追求什么样的愿景，从根本上
讲，就取决于他们对乡土亲情的眷
恋、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对美好未来
的笃信。而这种眷恋、热爱和笃信，

总而言之，就是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中国人的文化自
信，是历经沧桑的成熟，纵观天下的
从容，“天道酬勤”的奋发，能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持久与
强劲的动力。

文化有如一条来自远古，经过
现代，而又流向未来的河。包容创
新是文化发展的常态。而我们今天
坚持文化自信，同样既要发扬光大
优秀传统，又创造出符合现代人要
求的生活方式。

“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
礼节”，富起来、更自信的中国人必
然会有更为丰富的文化消费。国家
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6
万家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89257 亿

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8.2%。这启示我们，既要提供更为
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也要做大做
强文化产业，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鑫华

中国年 文化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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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春运““味道味道””新变化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