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月10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今年春运重庆火车全站
预计发送旅客745万人。整个春运期
间将呈现启动早和节前客流高度集中，
节后相对平缓的特点。

据了解，今年春运自1月10日至
2月18日，共计40天，其中节前15天、
节后25天。今年春运较2019年春运

提前11天，是近8年来最早的一次春
运。节前，重庆火车全站主要以寒假回
家学生、返乡民工、以及回家探亲的上
班族等为主。节后，学生集中在2月上
中旬返校，并与2月下旬务工群体错峰
出行。

根据铁路部门对客流的预测，节前
客流相对集中，节后客流趋于平稳。节
前重庆火车全站预计发送270.5万人

（日均18万人），预计客流高峰日为1月
22日（腊月二十八），预计当日发送旅
客21万人。节后预计发送474.5万人
（日均 19 万人），预计高峰日为1月30
日（正月初六），预计当日发送旅客22
万人。其中，重庆北站与重庆西站将承
担主要客流运输任务。预计重庆北站
发送398万人，重庆西站发送288万
人，重庆站发送23万人、沙坪坝站发送

36万人。
今年春运，为保障市民方便购票

便捷出行，重庆火车全站优化了售票
流程。在2019年春运对部分方向列
车实行网络候补购票的基础上，2020
年春运将候补购票服务扩大至所有
客运列车，让旅客在车票暂时售罄情
况下有机会通过候补票的方式再次
购票。

春运40天重庆火车全站预计发送旅客745万人
□本报记者 崔曜

1月 10日，一年一度的春运
正式拉开帷幕。春运首日旅客出
行状况如何，重庆日报记者来到重
庆北站、重庆西站实地打探。

增开售票窗口未见
旅客排长队

重庆北站北广场所有的安检
通道，刷脸验证设备均已安装到
位。旅客将身份证放置在验证区
后，目视摄像头，不到三秒即可通
行。重庆北站工作人员提醒旅客，
人脸验证时，需要摘掉帽子、口罩、
眼镜等遮挡脸部的衣物，目视镜
头。

重庆北站候车厅里，学生旅客
比平时增加了许多。重庆北站工
作人员介绍，针对近期高校放假形
成的学生出行高峰，重庆北站增开
了三个学生票售票窗口。

“现在旅客购票已经很少排长
队了。”重庆北站客运值班站长赵
伟杰介绍，在重庆北站的进站口、
候车厅、售票厅共设置了103台自
动取售票机，以及25个人工售票
窗口，完全能满足旅客购票需要。

此外，为了方便民工群体的购
票需求，重庆站7号窗口，重庆北
站和重庆西站2号窗口专门用于
办理务工人员的团体票。通过资
质审核的用工企业和零散务工人
员均可以在以上窗口购票。

乘客不能凭购票
信息单进站上车

春运首日，出现了部分旅客在
自动售票机上购票却一直没见到
出票的情况，还有部分旅客把购票
信息单当车票却无法进站。

其实，重庆所有高铁线路改为
电子客票乘车后，以前的蓝色卡片
式车票已经被取消，而是改成了像
商场收银条一样的购票凭条，也叫
购票信息单。

旅客需要打印购票信息单时，
将身份证放置在读卡区，信息读取
后，按屏幕操作即可打印，整个打

印过程不到1分钟。不过需要提
醒旅客注意的是：购票信息单不是
车票，不能凭购票信息单进站上
车，进站乘车只能凭身份证。

“很多旅客通过网络订票来火
车站取票时，发现没有纸质票，心里
还是觉得不踏实。”赵伟杰表示，这
种担心可以理解，但确实没必要。
旅客购票成功后会收到车次、座位
信息的短信通知，窗口和自动售票
机购票的旅客会拿到购票信息单。
旅客乘车时，可以按购票信息显示
的车厢号和座位号，对号入座。

还有不少旅客担心上车后乘
务人员查票时自己拿不出车票。
赵伟杰介绍，现在车上验票使用的
都是新型手持终端，不需要实体车
票，只需要身份证即可查验。

西站“快闪”迎春运

1月 10日，重庆西站在工作
人员的“快闪”表演中迎来了春运。

“辞旧岁，欢欣鼓舞庆胜利；迎
新春，豪情满怀谱新篇！”重庆西站
2020年春运新春跨年表演，吸引
了许多候车旅客，他们纷纷拿出手
机记录这欢快的时刻。

“我们希望营造有温度的春运
氛围，让旅客温馨出行。”重庆西站
客运值班站长田野介绍，西站候车
厅里配有拐杖、轮椅等助残设备，
火车站工作人员也为旅客发放了
春运购票指南、车站列车开行等相
关资料，并提供列车开行信息、正
晚点查询等服务。

“我们在候车厅也设置了医疗
点，为生病旅客提供必要的医疗救
助。”田野称，候车厅里设置了爱心
通道、母婴哺乳区、重点旅客候车
区、儿童娱乐区等。不少青年志愿
者为“老弱病残”等乘客提供引导、
购票、候车、进站、乘车等服务。

“今年春运期间，重庆西站还
将首次迎来凌晨0点-6点的班
列。”田野说，重庆西站备足了运
力，特别是夜间的公交运力，实现

“列车不到站、公交不收班”。此
外，还实行夜间“定制包车”，满足
夜间旅客出行需求。

购票无需排长队
刷脸三秒就进站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1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20年道路春运
暨情满旅途活动启动仪式上获悉，预
计今年春运期间，主城区公交客运车
辆运送旅客将达到1.66亿人次，与去
年持平；巡游出租客运车辆运送旅客
将达到9200万人次，同比上涨2.2%；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送旅客将达到
32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5%，为各
种交通出行方式中，运送客流增幅最
大的一种；主城区轨道交通运送旅客
将达到 1.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同时，重庆试点推出了15条定制客运
班线。

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介绍，针对春

节期间，在主城区火车站、机场等区域
可能出现旅客剧增、夜间旅客多选乘出
租汽车的情况，我市启动了“雷锋的士
情、温暖回家路”春运主题活动。在
1 月20日至23日、1月27日至30日，
夜间20时至24时，我市将每天安排调
度1000辆巡游出租车运力前往重庆西
站，500辆巡游出租车运力前往重庆北
站进行补充。

同时，与机场、高铁接驳且单程运
营里程在100公里以内的客运班线，春

运期间夜间2时至5时准许客运车辆运
行，解决夜间到达旅客的出行问题。

此外，重庆试点推出了定制客运班
线，客运车辆采取“门到门”“点到点”的
新型运输服务方式，全天候提供定制包
车服务，满足旅客个性化、多元化出行
需求。

目前，已试点开行定制的客运班线
有15条,分别是：渝邻线——重庆往返
邻水；渝垫线——重庆往返垫江；万开
线——万州往返开州；万云线——万州

往返云阳；渝潼线——重庆往返潼南；渝
城线——重庆往返城口；西彭线——重
庆至西彭；白沙线——重庆往返白
沙；大渝线——重庆往返大足；永渝
线——重庆往返永川；璧山线——重庆
往返璧山；广安线——重庆往返广安；
泸州线——重庆往返泸州；綦江机场
线——綦江往返机场；广邻线——广安
往返邻水。

旅客只需登录“愉客行”网上公众
出行平台，就可选择定制服务。

重庆试点推出15条定制客运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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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雨 实习生 刘玉娇

1月7日，冬日下的关门山水库波
光粼粼，水库旁大片的花椒树生机盎然。

这片花椒树共有16亩，是永川区
来苏镇关门山村荆竹湾小组村民周华
清种植的。

俗话说“成家立业”，今年64岁的
周华清早已成家，还生育了两个女儿，
但他的“立业”，却是近两年的事。

过去40余年里，周华清嗜酒如命，
穷得叮当响，村里人都笑称他为“周酒
罐”。如今，他不仅戒了酒，还成了村里
的致富能手。

嗜酒如命的周华清为何能放下酒
杯发展产业呢？

喝了一辈子穷了一辈子

“‘周酒罐’是我们这里的名人！”关
门山村支部书记伍开玉说，在关门山一
带，周华清的本名没几个人知道，但只
要提起“周酒罐”，十里八乡无人不知，
因为他太喜欢喝酒了。

“不到20岁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

60岁出头。”周华清说，40多年来，他一
天三顿酒几乎顿顿不落，每次都要喝七
八两，一杯二两一口就干。

当然，周华清因为喝酒也闹过不少
笑话。

每次喝完酒后，醉醺醺的周华清就
会在胸前挂个收音机到处走，收音机的
声音总是开得很大，有时走着走着，倒
在路边就睡着了。

有时喝了酒，周华清也下地干农
活，但没干几下，倒地就睡。

周华清的穷也是远近闻名。
因长期喝酒花钱，老伴又是精神残

疾，还育有两个女儿，周华清一家穷得
连“窝”都没有：自11年前土坯房垮了
后，一家人先后借住在周华清的弟弟和
小舅子家里。

为周华清喝酒的事，村干部和亲朋
好友苦口婆心劝过多次，可周华清依然
我行我素，“今朝有酒今朝醉，有点稀饭
汤汤喝就够了。”

第一书记改变了“酒罐亲戚”

周华清的改变，始于2017年。
这年6月，来苏镇干部周杰到关门

山村担任第一书记，听说周华清的事
后，便主动把他作为自己的脱贫帮扶对
象，“攀上”了这个穷得叮当响的“酒罐

亲戚”。
“你姓周我也姓周，家门就是一家

人。”
“老周，你年纪也不小了，身体又不

好，真想一辈子都戴个贫困户的帽子，
光彩不光彩？”

……
起初，周华清对周杰并不“感冒”，

但周杰隔三差五就往他家跑，给他讲脱
贫政策、摆致富之道，还经常跟他拉家
常、一起参加劳动。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周杰的努
力，终于打动了周华清，他也逐渐从心
里接纳了周杰这个“亲戚”。

在此期间，政府还给周华清一家办
理了农村低保，补助3.5万元帮周华清
进行了D级危房改造，水泥路也直通家
门……

这些事情，周华清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他不禁扪心自问，“周书记对我
好，党的政策好，我还不努力，对得起党
和政府吗？”

自那以后，“周酒罐”仿佛变了个
人，不仅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对地里的
农活也上心了。

2018年，已经62岁的周华清种了
3亩多地，养了8头肥猪，其中6头卖了
8000多元，另外两头杀了过年。穷了

几十年的周华清，第一次过了个丰年，
并成功脱贫。

不“等靠要”，换来好日子

2019年，刚刚尝到养猪甜头的周
华清却遇到了生猪疫情，十里八乡的村
民都不敢养猪了。但已被扶起脱贫志
的周华清没有气馁，他不等不靠，开始
琢磨起其它致富的法子。

“种地养猪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周
华清说，关门山村山高坡陡、土地贫瘠，
要想真正致富还得另想办法。

经过认真思考，加上周杰等扶贫干
部的积极帮助，周华清很快学会了花椒
种植技术。他包下了父母、兄弟的闲置
土地，种上了16亩花椒。另外，他还养
了两头生猪和30余只鸡鸭。

“要搞多种经营，长短结合。”周华
清笑眯眯地说，本以为今年养猪“搞不
到着”，结果猪肉价格大涨，“前两天刚
卖了一头，330斤重，卖了6000多元。”

其实，对于周华清来说，真正的希
望寄托在16亩花椒上：花椒种植三年
后，亩均收益在3000元左右，八年后每
亩的收益可达6000元，这16亩花椒三
年后收入能超过5万元。

“到了那时候，才算是过上好日子
呢！”周华清咧开嘴笑着说。

放下酒杯 种上花椒

“周酒罐”过上了好日子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1月9日，渝中区大坪街道
大黄路社区兰波红城小区，85岁的独
居老人付生荣戴上社区送来的智慧手
环开心不已。新年伊始，大坪街道为辖
区独居、失智的20位老人配送了智慧

手环，探索开启居民智慧养老新模式。
智慧手环是大坪街道专门为老年

人选购的健康养老终端设备。这款智
慧手环直接与街道的智慧社区大数据
平台连接，可以即时监测老人的健康数
据，可对老人进行定位实时监护和紧急

救护，还可进行亲属远程视频聊天等。
带上智慧手环的老人，可以将子女

和社区工作人员绑定为联络人，联络人
可对手环客户端软件进行轨迹查询、智
能监护等，实时掌握老人的状况。目
前，大黄路社区的20个独居、失智老人

已戴上了智慧手环。
“这是我们探索智慧社区建设的

一个新尝试。”大坪街道工作人员周丽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该街道是典型的
老龄化城区，70岁以上老年人达1.1万
余人，独居老人252人、失智老人128
人。其中，独居及失智老人的生活安
全隐患较大，更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
智慧养老服务。

春节后，大坪街道还将在其他7个
社区开展智慧社区建设，让智慧手环等
智慧养老服务覆盖更多老人。

渝中大坪街道探索创建智慧社区

为独居老人配送智慧手环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实习生 胡莉雯

1月8日下午，渝北区木耳镇
脱贫攻坚“我卫生·我健康”精气神
提振活动在五通庙村小广场举行，
来自全镇的20名困难群众在这里
进行家务竞赛。

“收入达到了脱贫标准，文明
习惯也要同步跟进。”木耳镇副镇
长谭万红称，镇里通过家务整理的
培训、竞赛，培育他们良好的卫生、
生活习惯，从而激发困难群众内生
动力，增强贫困群众的精气神和幸
福指数。

竞赛前，村民朱由芳先给20
户参赛选手进行了现场示范培
训。朱由芳说，她之前也是贫困
户，是镇里帮助她和丈夫接受了家
政技能培训，现在夫妻俩在两路城
区揽活，一年能挣3万多元。她告
诉大家，养成好的卫生、生活习惯，
不但看着舒服、过得清爽，更有利
于身体健康。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比赛现场
模拟了4个独立“小房间”，里面杂

乱地摆放着床、被子、脸盆架、桌
子、牙膏牙刷、杯子等日常生活用
品，地上还满是生活垃圾。比赛分
5组进行，每组4名选手需独立将
比赛房间打扫干净并将生活用品
规范摆放，并叠好被子。评委按桌
面、床面、地面的整洁程度和完成时
间打分，最后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比赛一开始，选手潘世翠双手
提着被子两只角，用力向上一扬，
被子飞了起来，随着垂直而下往前
一放，被子变成了“豆腐块”；选手
代文章虽然是男同志，手脚不算灵
巧，但他叠衣服、抹桌子等，一招一
式非常熟练；也有的选手平时不大
爱整理家务，比拼起来手忙脚乱，
紧张得额头直冒汗水……

经过5轮精彩角逐，潘世翠、
代文章、兰冬种获得一等奖。获得
三等奖的石大均坦言，不少农村群
众因为农活忙，没有养成定期整理
家务的习惯。这次竞赛，让他认识
到脱贫不只是经济收入达到标准，
新时代的农民更要有良好的文明
习惯，发展乡村旅游，也需要大家
打理好家庭环境和个人卫生。

叠被子 清杂物 扫地板

渝北20名困难群众
进行家务竞赛

关 注 2020 春 运

在四公里交通换乘枢纽，旅
客在扫码墙前，通过手机扫码相
应的线路购票，只需要几秒的时
间就能轻松完成。

记者 罗斌 摄

手机扫码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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