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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提
示

本报第十届温暖回家路之365张免费机

票汽车票出租车票等您拿大型公益活动正在

火热进行中。1月10日，西安市交通运输管

理处党委副书记、处长万凯，抽出了第三批幸

运读者名单。目前还剩下257张爱心票。

连日来，刚刚从大学生变为大学老师的

申先生获得西安飞南京的爱心机票，在培训

机构当老师的张先生获得西安飞西藏日喀则

的免费机票，小学老师张女士获得西安到长

武的爱心车票……

官方微博：新浪/腾讯@三秦都市报 www.sanq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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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温暖回家路第十届温暖回家路 365张免费
机票车票等您拿

回家故事

两位老师分获西安到西藏、南京机票

“真的吗？”1月10日，记者打
电话通知幸运读者申洋获得一张
西安到南京的免费机票时，他起
先有点不敢相信，反复确认后激
动不已。

26岁的他，在西安一所大学
教书，刚刚参加工作两个月，“这是
我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可以报答父
母了。想回家过年时省点钱，给爸
妈买点东西。”这是他报名时的心
声，以前在西安上学，坐火车硬座
回老家，快的话十五六个小时，如
果坐的是慢车，得 19个小时左
右。春运期间，机票动辄8折以上
或者全价，上千元，太贵了。

当教师的工作让他觉得很新
鲜，刚刚走出校门就走上了讲台，
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感受
也不一样了。“今年的运气不错，
坐爱心飞机两小时就到南京了，
很高兴，很激动，想早点回家看看
爸妈，刚刚站上这三尺讲台，还有
很多新鲜事要跟家人分享。”申先
生笑道。

同样，1月9日获得西安到西
藏日喀则爱心机票的幸运读者张
经伟也是一位老师。他已有四年
未和父母在一起过年了，接到本
报的电话通知时他开心不已，“父
母问我今年在哪过年，我说还不
确定，我要等拿到票之后给他们一
个惊喜。”

27岁的张先生是东北人，在
西安读完大学后选择留在这座城
市，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当老
师。父母在西藏日喀则开了一家
川菜馆，往年过年时忙餐馆生意，
所以回不来。他因放假晚，在西
安过年，过年期间西安到日喀则
的机票价格经常在2000元以上，
最高接近 3000元。这是他们一
家三口四年来过年也不能聚在一
起的主要原因。不过，过年不在
一起，但是，夏季时父母会回来和
他相聚。

“我们美丽的家乡，就是日喀
则呀！哎萨哎萨玛哩啦，就是日喀
则呀……牛羊肥壮青稞香，格桑

花儿遍地开放……”《美丽的家乡
日喀则》歌曲让人心动。对于孩子
来说，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乡。今
年，张先生终于可以在西藏和父母
一起过年了，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
跟父母团聚了，“今年这个年，肯定
很有意义。”

幸运读者张晶是西安一所公
办小学的老师，她的婆家在咸阳
长武县，年前得回汉中娘家看父
母，又要在西安的学校值班，她
得在汉中——西安——长武这
三个地方之间奔波。“希望腊月
二十七八可以回去陪公公婆婆
过年”。张女士说，这是她第一
次中奖，获得爱心车票。也是第
一次回家不用自己买票，感觉很
奇妙，也是好彩头。

采访中，三位老师表达了一
个类似的观点，这不仅仅是一张
票，更多的是爱心，是正能量的传
递。为人师表，他们会把公益活动
的温暖传递给学生，让更多人爱心
接力，懂得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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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师获回家机票
今天抽取第四批幸运读者名单

“连续两年，好运气！”张严峰
是2018年第九届温暖回家路活动
的第三批幸运读者，也是今年第十
届的幸运读者。

他的老家在周至县尚村镇张
屯村，多年来他一直在西安的工地
上打工。

他认为自己是一位新时代的
农民工，2015年注册了新浪微博，
2017年为家乡公益代言的博文配
上精彩的图片，迅速在网络上走
红。这条博文当时的阅读量 48
万，转发量734次，评论285次，点
赞160个，这条微博让他获得“我
为美丽乡村代言”活动二等奖。他
时常利用新浪微博、新浪博客等社
交网络帮助农民叫卖宣传竹制品，
帮助走失人员发布寻人启事。

因为对新媒体比较关注，去
年，他在公益记者公众号上看到温

暖回家路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报
了名，没想到获了奖。让他高兴的
是，这不光是一张免费票，更是爱
心的无限传递，“我到车站后，说是
幸运读者，工作人员热情地给我出
了车票，让我上车。”

对于他来说，2018年好事连
连，有了孩子，还被评上了西安最
美农民工，奖金有 3000元，也获
评陕西网络好青年。这些与他利
用微博宣传家乡，促进了家乡手
工编制品业的发展等都是分不
开的。

回顾从 2009年到西安工地
打工，至今已有十个年头。张严
峰对“路”的认识颇为感慨，如今，
回家的路越来越好了，村里几辈
人的竹编工艺产品，因为道路的
畅通，信息来“路”多了，消息不再
闭塞，终于走出了农村，走向了城

市、甚至外省市场。古城西安的
爱心单位，也为像他和他一样的
农民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通
过温暖回家路这样的活动，给他
们送去温暖。

父母妻子都在老家，他在工
地打工，基本没有假期，请假也不
方便，所以和家人一直是聚少离
多。虽然距离近，但打工的生活
让他和大部分漂泊在外的农民工
一样，对家的感觉很遥远。所以
每次过年回家都值得期待。他的
语气里是对回家过年满满的渴
望，幸福的模样溢于言表，“孩子
现在 8个月大小，我有两个月没
有见到孩子了，好想回家陪孩
子。”张严峰说，他一边继续为家
乡宣传，一边打工赚钱养家糊
口。他觉得自己以后的路子也会
越来越宽。

除了爱心单位的参与，一些志
愿者也纷纷报名表示助力温暖回
家路活动。

“省内有需要、有困难的人，我
愿意义务送他回家！”陕西省慈善
协会初木公益尊老爱幼助残服务
队负责人温西顺说，并写朗诵诗点
赞温暖回家路。

腊月到了，又快过年了，温暖
回家路的免票活动，又一次启动
了。十年了，是的，整整十年了，
365张免费回家票，你让多少游子
的思乡情涌上心头。回家，回家。
过年不就是图个团圆，不就是要回
家过年么？家是温馨的港湾，回家

的路，现在也很温暖。游子在外整
整一年，家人望眼欲穿，留守儿童扳
着手指，天天在计算，盼着爸爸妈妈
早日回家，爸爸妈妈每天都在说，再
有几天孩子就该回来了。孩子啊，
有钱没钱，你都该回家过年啊。

古城西安的四面八方，十个单
位共同举办了一个仪式，第十届

“温暖回家路”启动了，365张免费
的车票、飞机票，等待着它的主
人。出租车、长途大巴，等待着幸
运旅客的到来，

愿温暖回家路，让游子的归途
不再遥远。愿回家的路，充满着舒
心的温暖。

温暖反响

志愿者写诗赞温暖回家路愿助困难者回家

1月 10日，西安市交通运输
管理处党委副书记、处长万凯，通
过电子系统抽奖方式，抽取出了
第三批幸运读者名单。“两张免费
机票，一张航程是从西安到榆林，
一张航程是从西安到南京。”万凯
抽奖后，现场核对了幸运读者的
名字。

第十届温暖回家路活动，东方
航空提供 43条航线 20张免费机
票，西安七大客运站提供西安至全
国多条班线共305张车票，西安市

出租汽车管理处提供40辆爱心出
租车，目前还剩下 257张爱心票。
第三批 36张爱心票，包括东方航
空提供的2张免费机票，西安市出
租汽车管理处提供的 4张免费车
票，免费汽车票由七大客运站提
供，其中，城北客运站4张、城南客
运站4张、城西客运站5张、纺织城
客运站7张、三府湾客运站3张、陕
西省西安汽车站4张、西安市汽车
站 3张。名单详见公益记者公众
号和三秦网。

幸运抽取

西安市运管处处长抽取第三批幸运读者

十年十人

张严峰：自己的路会越来越宽

西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党委副书记、处长万凯抽取幸运读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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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师分获西安到西藏、南京机票

“真的吗？”1月10日，记者打
电话通知幸运读者申洋获得一张
西安到南京的免费机票时，他起
先有点不敢相信，反复确认后激
动不已。

26岁的他，在西安一所大学
教书，刚刚参加工作两个月，“这是
我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可以报答父
母了。想回家过年时省点钱，给爸
妈买点东西。”这是他报名时的心
声，以前在西安上学，坐火车硬座
回老家，快的话十五六个小时，如
果坐的是慢车，得 19个小时左
右。春运期间，机票动辄8折以上
或者全价，上千元，太贵了。

当教师的工作让他觉得很新
鲜，刚刚走出校门就走上了讲台，
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感受
也不一样了。“今年的运气不错，
坐爱心飞机两小时就到南京了，
很高兴，很激动，想早点回家看看
爸妈，刚刚站上这三尺讲台，还有
很多新鲜事要跟家人分享。”申先
生笑道。

同样，1月9日获得西安到西
藏日喀则爱心机票的幸运读者张
经伟也是一位老师。他已有四年
未和父母在一起过年了，接到本
报的电话通知时他开心不已，“父
母问我今年在哪过年，我说还不
确定，我要等拿到票之后给他们一
个惊喜。”

27岁的张先生是东北人，在
西安读完大学后选择留在这座城
市，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当老
师。父母在西藏日喀则开了一家
川菜馆，往年过年时忙餐馆生意，
所以回不来。他因放假晚，在西
安过年，过年期间西安到日喀则
的机票价格经常在2000元以上，
最高接近 3000元。这是他们一
家三口四年来过年也不能聚在一
起的主要原因。不过，过年不在
一起，但是，夏季时父母会回来和
他相聚。

“我们美丽的家乡，就是日喀
则呀！哎萨哎萨玛哩啦，就是日喀
则呀……牛羊肥壮青稞香，格桑

花儿遍地开放……”《美丽的家乡
日喀则》歌曲让人心动。对于孩子
来说，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乡。今
年，张先生终于可以在西藏和父母
一起过年了，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
跟父母团聚了，“今年这个年，肯定
很有意义。”

幸运读者张晶是西安一所公
办小学的老师，她的婆家在咸阳
长武县，年前得回汉中娘家看父
母，又要在西安的学校值班，她
得在汉中——西安——长武这
三个地方之间奔波。“希望腊月
二十七八可以回去陪公公婆婆
过年”。张女士说，这是她第一
次中奖，获得爱心车票。也是第
一次回家不用自己买票，感觉很
奇妙，也是好彩头。

采访中，三位老师表达了一
个类似的观点，这不仅仅是一张
票，更多的是爱心，是正能量的传
递。为人师表，他们会把公益活动
的温暖传递给学生，让更多人爱心
接力，懂得感恩。

报
名
方
式

在公益记者微信公众号左下方菜单点击“温暖回

家”，根据提示填写信息即可报名。

报名时，先选择一种回家方式（飞机、汽车、出租车），务必

留下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职业、回家时间、目的地以及回家

故事，回家故事中可以备注先进典型故事。

三秦都市报咨询热线：029-965369，82243110。

文/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杜豆强璐璐 图/本报记者陈飞波 实习生辛乐怡

两位老师获回家机票
今天抽取第四批幸运读者名单

“连续两年，好运气！”张严峰
是2018年第九届温暖回家路活动
的第三批幸运读者，也是今年第十
届的幸运读者。

他的老家在周至县尚村镇张
屯村，多年来他一直在西安的工地
上打工。

他认为自己是一位新时代的
农民工，2015年注册了新浪微博，
2017年为家乡公益代言的博文配
上精彩的图片，迅速在网络上走
红。这条博文当时的阅读量 48
万，转发量734次，评论285次，点
赞160个，这条微博让他获得“我
为美丽乡村代言”活动二等奖。他
时常利用新浪微博、新浪博客等社
交网络帮助农民叫卖宣传竹制品，
帮助走失人员发布寻人启事。

因为对新媒体比较关注，去
年，他在公益记者公众号上看到温

暖回家路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报
了名，没想到获了奖。让他高兴的
是，这不光是一张免费票，更是爱
心的无限传递，“我到车站后，说是
幸运读者，工作人员热情地给我出
了车票，让我上车。”

对于他来说，2018年好事连
连，有了孩子，还被评上了西安最
美农民工，奖金有 3000元，也获
评陕西网络好青年。这些与他利
用微博宣传家乡，促进了家乡手
工编制品业的发展等都是分不
开的。

回顾从 2009年到西安工地
打工，至今已有十个年头。张严
峰对“路”的认识颇为感慨，如今，
回家的路越来越好了，村里几辈
人的竹编工艺产品，因为道路的
畅通，信息来“路”多了，消息不再
闭塞，终于走出了农村，走向了城

市、甚至外省市场。古城西安的
爱心单位，也为像他和他一样的
农民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通
过温暖回家路这样的活动，给他
们送去温暖。

父母妻子都在老家，他在工
地打工，基本没有假期，请假也不
方便，所以和家人一直是聚少离
多。虽然距离近，但打工的生活
让他和大部分漂泊在外的农民工
一样，对家的感觉很遥远。所以
每次过年回家都值得期待。他的
语气里是对回家过年满满的渴
望，幸福的模样溢于言表，“孩子
现在 8个月大小，我有两个月没
有见到孩子了，好想回家陪孩
子。”张严峰说，他一边继续为家
乡宣传，一边打工赚钱养家糊
口。他觉得自己以后的路子也会
越来越宽。

除了爱心单位的参与，一些志
愿者也纷纷报名表示助力温暖回
家路活动。

“省内有需要、有困难的人，我
愿意义务送他回家！”陕西省慈善
协会初木公益尊老爱幼助残服务
队负责人温西顺说，并写朗诵诗点
赞温暖回家路。

腊月到了，又快过年了，温暖
回家路的免票活动，又一次启动
了。十年了，是的，整整十年了，
365张免费回家票，你让多少游子
的思乡情涌上心头。回家，回家。
过年不就是图个团圆，不就是要回
家过年么？家是温馨的港湾，回家

的路，现在也很温暖。游子在外整
整一年，家人望眼欲穿，留守儿童扳
着手指，天天在计算，盼着爸爸妈妈
早日回家，爸爸妈妈每天都在说，再
有几天孩子就该回来了。孩子啊，
有钱没钱，你都该回家过年啊。

古城西安的四面八方，十个单
位共同举办了一个仪式，第十届

“温暖回家路”启动了，365张免费
的车票、飞机票，等待着它的主
人。出租车、长途大巴，等待着幸
运旅客的到来，

愿温暖回家路，让游子的归途
不再遥远。愿回家的路，充满着舒
心的温暖。

温暖反响

志愿者写诗赞温暖回家路愿助困难者回家

1月 10日，西安市交通运输
管理处党委副书记、处长万凯，通
过电子系统抽奖方式，抽取出了
第三批幸运读者名单。“两张免费
机票，一张航程是从西安到榆林，
一张航程是从西安到南京。”万凯
抽奖后，现场核对了幸运读者的
名字。

第十届温暖回家路活动，东方
航空提供 43条航线 20张免费机
票，西安七大客运站提供西安至全
国多条班线共305张车票，西安市

出租汽车管理处提供40辆爱心出
租车，目前还剩下 257张爱心票。
第三批 36张爱心票，包括东方航
空提供的2张免费机票，西安市出
租汽车管理处提供的 4张免费车
票，免费汽车票由七大客运站提
供，其中，城北客运站4张、城南客
运站4张、城西客运站5张、纺织城
客运站7张、三府湾客运站3张、陕
西省西安汽车站4张、西安市汽车
站 3张。名单详见公益记者公众
号和三秦网。

幸运抽取

西安市运管处处长抽取第三批幸运读者

十年十人

张严峰：自己的路会越来越宽

西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党委副书记、处长万凯抽取幸运读者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