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家后，爸妈陪她过生日；睡懒觉吃美食；吃奶奶做的手擀面
……记者直击三位幸运读者踏上爱心班车，并连线听取她们讲述到
家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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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抽取出前五批幸运读者名单，剩下185
张爱心票将在最近5天内陆续抽取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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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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后爸妈给她过生日

22岁的幸运读者张倩，一身紫色棉衣，
背着双肩包，笑着对记者说，她刚从咸阳坐
车赶到西安城北客运站，准备乘爱心班车回
家。延川的气温比西安的低，妈妈此前已经
叮嘱过几次，让她回家穿暖和一些。

从城北客运站客运处副处长勾玲手中
接过回延川的爱心票，小张很兴奋：“我家在
延川县，下了车走5分钟就到。明天正好是
我的生日，想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原本
打算托西安的同学帮自己买回家的车票，后

来在城北客运站公众号上看到温暖回家路
活动的消息，就报名试了试，没想到运气这
么好。她今年上大四，学临床医学，在咸阳
一家医院实习，期间要在医院各个科室实
习，“都知道学医累，这不，过年回家，书包里
还背着内外科厚厚两本书。”小张笑了，明年
她打算考研，以后在延安找工作。因为弟弟
上军校，平时也很难回家一次，她想离家近，
多陪陪父母。挥手和记者告别，她登上了返
乡班车。

直击 时间：1月11日 地点：城北客运站

“11日下午平安到家，路上很顺利，由于
之前下雪，沿途一些路段有冰雪，比较滑，司
机师傅开得很平稳。”电话那头，小张给记者
报平安。12日一大早，她还沉浸在梦乡的甜
蜜中时，爸爸早已订好了一个8英寸的巧克

力生日蛋糕，上面有黄桃、菠萝、猕猴桃，都
是小张爱吃的水果。中午，妈妈做了一大桌
火锅，大家在家里陪她过生日，一起唱生日
歌。“感觉自己太幸福了!”小张许下了生日愿
望：“希望爸妈身体好，明年我能考研成功。”

连线 时间：1月12日地点：延川

十年十人

当年坐爱心班车到家如今开车回家

2019年是温暖回家路活动开展的第十
个年头，十年来，当年的幸运读者如今有了
哪些变化？本报征集“十年十人”故事，不少
幸运读者报名参与。

“时间过得飞快，一晃七年过去了！”电
话那头，2012年第三届温暖回家路幸运读者
冯燕感慨道，当年获得免费回家车票那会
儿，自己还没有结婚，现在孩子都5岁了。

冯女士老家在定边，七年前，回老家时
没买上火车票，从报纸上看到温暖回家路活
动后报了名，最终，乘坐爱心班车回家，那年
春节家乡很热闹，闹秧歌，转九曲。她当时
还编秧歌向三秦都市报的新闻工作者和读
者们拜年，“三秦都市报不一般，送免费回家
票好手段，天南地北都称赞，读者每年能增

几千万。”那会儿大学毕业没多久，一张爱心
票对自己来说，不仅节省了近200元车费，也
埋下了爱的种子。之后的一段时间，她去了
外地，遇到了相爱的人。

通过这些年的打拼，冯女士说，现在小
日子越来越好，有了自己的小窝，有了孩
子。三年前买了私家车，现在过年回老家不
用坐班车，丈夫和自己轮流开车，载着一家
人回去。虽然人不在西安，但是，她一直关
注着这里的消息。“平时在公益记者公众号
上看到公益求助活动，我也会捐一点款去帮
助患病的孩子、困难的家庭。”冯女士说，爱
出者爱返，也许这就是温暖回家路活动给自
己最大的启示吧，这群人，这份爱，温暖着一
座座城，传递着一份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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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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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抽取

爱心票送出近半还剩185张

本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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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第五批幸运读者名单出炉，目前
剩下 185张爱心票等您拿。乘坐日期是
2019年2月4日除夕（含）前。

第五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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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城西客运站4张、纺织城客运站7张、三
府湾客运站4张、陕西省西安汽车站3张、西
安市汽车站3张。名单详见公益记者公众号
和三秦网。

爸妈给过生日吃奶奶做的手擀面

三位幸运读者平安回到家

在河北廊坊上大学的王翠，11日刚刚抵
达西安。记者在西安城西客运站看到，她背
着书包，带着行李箱，略带旅途的疲惫。“我
每次的回家旅途都比较麻烦，头一天下午4
点多从学校出发，先坐高铁到北京，再从北
京坐火车回西安，然后再在西安坐火车或汽
车回扶风老家，到家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晚
上9点左右了。”小王说，从廊坊没有直接到
扶风的车，也没有直接到西安的车。记者和

她来到城西客运站服务台，该站宣传中心主
任兼团委书记师晓洁笑道：“得知今年我们
站的首位要回家的幸运读者今天来乘车，我
早就在这里等候了，我每年要接待50位幸
运读者呢。”小王填写资料后接过爱心乘车
卡，“虽然我在河北上学，不过，我以前就知
道咱们的温暖回家路活动，只是今年才报名
参加，没想到真的中奖了。”挥挥手，小王坐
上了爱心班车，期待早一点与父母团聚。

直击时间：1月11日地点：城西客运站

回家后睡懒觉吃美食

从河北廊坊到北京、再到西安、最后到
扶风，长时间的旅途中转让她感觉很疲惫。

“昨天一个半小时就到扶风了，家人在车站
接的我！”小王说，回到家后，一切都放松了，
一整天她都在睡觉，美美休息了一下。

接下来，就要挨个吃一下家乡的美食，
在学校时那是日思夜想啊，扶风的凉皮、臊
子面、豆花泡馍、羊肉泡馍，都要去吃，吃个
够。之后，就是和家人准备购置年货过年，
收拾打扫卫生。

连线 时间：1月12日地点：扶风

“哎呀，起晚了！”吃完早餐后，幸运读者
王茜茜赶到城西客运站，此时已是11时许。
周末的客运站内，到处都是拿着大包小包的
旅客。春运临近，回家的气氛很浓厚了。

经过安检后，小王从工作人员处领到爱
心乘车卡，12时许，踏上了礼泉的班车。也

许，歌曲最能表达回家人的心声吧。回家的
路，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
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哭。回家的路，
数一数一年三百六十五，数一数日子有哪些
胜负，又有哪些满足。回家吧，幸福！幸福，
能抱一抱父母……

直击 时间：1月12日上午地点：城西客运站

回家后吃上奶奶做的手擀面

抵达礼泉后，再坐村里的车回到家，父
母没有在，仍旧在外地打工。16时，记者连
线小王时，她正在吃迟到的午饭——奶奶做
的手擀面，那是家的味道。“爷爷奶奶都70多
岁了，盼望着我回家，回家后忙着给我做好
吃的。”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小王，2018年在西

安找到了她的第一份工作，主要做销售推
广。平时父母在外地打工，逢节假日不忙的
时候，她都会回老家陪一陪爷爷奶奶。她边
吃边和爷爷奶奶聊天，这次回家和往常不一
样，车票没花钱，是爱心票。老人家很高兴，
孙女的运气好。

连线 时间：1月12日下午地点：礼泉

▲幸运读者王翠
领到免费回家的车票

◀幸运读者张倩
领到免费回家的车票

回家后，爸妈陪她过生日；睡懒觉吃美食；吃奶奶做的手擀面
……记者直击三位幸运读者踏上爱心班车，并连线听取她们讲述到
家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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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抽取出前五批幸运读者名单，剩下185
张爱心票将在最近5天内陆续抽取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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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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后爸妈给她过生日

22岁的幸运读者张倩，一身紫色棉衣，
背着双肩包，笑着对记者说，她刚从咸阳坐
车赶到西安城北客运站，准备乘爱心班车回
家。延川的气温比西安的低，妈妈此前已经
叮嘱过几次，让她回家穿暖和一些。

从城北客运站客运处副处长勾玲手中
接过回延川的爱心票，小张很兴奋：“我家在
延川县，下了车走5分钟就到。明天正好是
我的生日，想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原本
打算托西安的同学帮自己买回家的车票，后

来在城北客运站公众号上看到温暖回家路
活动的消息，就报名试了试，没想到运气这
么好。她今年上大四，学临床医学，在咸阳
一家医院实习，期间要在医院各个科室实
习，“都知道学医累，这不，过年回家，书包里
还背着内外科厚厚两本书。”小张笑了，明年
她打算考研，以后在延安找工作。因为弟弟
上军校，平时也很难回家一次，她想离家近，
多陪陪父母。挥手和记者告别，她登上了返
乡班车。

直击 时间：1月11日 地点：城北客运站

“11日下午平安到家，路上很顺利，由于
之前下雪，沿途一些路段有冰雪，比较滑，司
机师傅开得很平稳。”电话那头，小张给记者
报平安。12日一大早，她还沉浸在梦乡的甜
蜜中时，爸爸早已订好了一个8英寸的巧克

力生日蛋糕，上面有黄桃、菠萝、猕猴桃，都
是小张爱吃的水果。中午，妈妈做了一大桌
火锅，大家在家里陪她过生日，一起唱生日
歌。“感觉自己太幸福了!”小张许下了生日愿
望：“希望爸妈身体好，明年我能考研成功。”

连线 时间：1月12日地点：延川

十年十人

当年坐爱心班车到家如今开车回家

2019年是温暖回家路活动开展的第十
个年头，十年来，当年的幸运读者如今有了
哪些变化？本报征集“十年十人”故事，不少
幸运读者报名参与。

“时间过得飞快，一晃七年过去了！”电
话那头，2012年第三届温暖回家路幸运读者
冯燕感慨道，当年获得免费回家车票那会
儿，自己还没有结婚，现在孩子都5岁了。

冯女士老家在定边，七年前，回老家时
没买上火车票，从报纸上看到温暖回家路活
动后报了名，最终，乘坐爱心班车回家，那年
春节家乡很热闹，闹秧歌，转九曲。她当时
还编秧歌向三秦都市报的新闻工作者和读
者们拜年，“三秦都市报不一般，送免费回家
票好手段，天南地北都称赞，读者每年能增

几千万。”那会儿大学毕业没多久，一张爱心
票对自己来说，不仅节省了近200元车费，也
埋下了爱的种子。之后的一段时间，她去了
外地，遇到了相爱的人。

通过这些年的打拼，冯女士说，现在小
日子越来越好，有了自己的小窝，有了孩
子。三年前买了私家车，现在过年回老家不
用坐班车，丈夫和自己轮流开车，载着一家
人回去。虽然人不在西安，但是，她一直关
注着这里的消息。“平时在公益记者公众号
上看到公益求助活动，我也会捐一点款去帮
助患病的孩子、困难的家庭。”冯女士说，爱
出者爱返，也许这就是温暖回家路活动给自
己最大的启示吧，这群人，这份爱，温暖着一
座座城，传递着一份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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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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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抽取

爱心票送出近半还剩185张

本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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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第五批幸运读者名单出炉，目前
剩下 185张爱心票等您拿。乘坐日期是
2019年2月4日除夕（含）前。

第五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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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城西客运站4张、纺织城客运站7张、三
府湾客运站4张、陕西省西安汽车站3张、西
安市汽车站3张。名单详见公益记者公众号
和三秦网。

爸妈给过生日吃奶奶做的手擀面

三位幸运读者平安回到家

在河北廊坊上大学的王翠，11日刚刚抵
达西安。记者在西安城西客运站看到，她背
着书包，带着行李箱，略带旅途的疲惫。“我
每次的回家旅途都比较麻烦，头一天下午4
点多从学校出发，先坐高铁到北京，再从北
京坐火车回西安，然后再在西安坐火车或汽
车回扶风老家，到家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晚
上9点左右了。”小王说，从廊坊没有直接到
扶风的车，也没有直接到西安的车。记者和

她来到城西客运站服务台，该站宣传中心主
任兼团委书记师晓洁笑道：“得知今年我们
站的首位要回家的幸运读者今天来乘车，我
早就在这里等候了，我每年要接待50位幸
运读者呢。”小王填写资料后接过爱心乘车
卡，“虽然我在河北上学，不过，我以前就知
道咱们的温暖回家路活动，只是今年才报名
参加，没想到真的中奖了。”挥挥手，小王坐
上了爱心班车，期待早一点与父母团聚。

直击时间：1月11日地点：城西客运站

回家后睡懒觉吃美食

从河北廊坊到北京、再到西安、最后到
扶风，长时间的旅途中转让她感觉很疲惫。

“昨天一个半小时就到扶风了，家人在车站
接的我！”小王说，回到家后，一切都放松了，
一整天她都在睡觉，美美休息了一下。

接下来，就要挨个吃一下家乡的美食，
在学校时那是日思夜想啊，扶风的凉皮、臊
子面、豆花泡馍、羊肉泡馍，都要去吃，吃个
够。之后，就是和家人准备购置年货过年，
收拾打扫卫生。

连线 时间：1月12日地点：扶风

“哎呀，起晚了！”吃完早餐后，幸运读者
王茜茜赶到城西客运站，此时已是11时许。
周末的客运站内，到处都是拿着大包小包的
旅客。春运临近，回家的气氛很浓厚了。

经过安检后，小王从工作人员处领到爱
心乘车卡，12时许，踏上了礼泉的班车。也

许，歌曲最能表达回家人的心声吧。回家的
路，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
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哭。回家的路，
数一数一年三百六十五，数一数日子有哪些
胜负，又有哪些满足。回家吧，幸福！幸福，
能抱一抱父母……

直击 时间：1月12日上午地点：城西客运站

回家后吃上奶奶做的手擀面

抵达礼泉后，再坐村里的车回到家，父
母没有在，仍旧在外地打工。16时，记者连
线小王时，她正在吃迟到的午饭——奶奶做
的手擀面，那是家的味道。“爷爷奶奶都70多
岁了，盼望着我回家，回家后忙着给我做好
吃的。”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小王，2018年在西

安找到了她的第一份工作，主要做销售推
广。平时父母在外地打工，逢节假日不忙的
时候，她都会回老家陪一陪爷爷奶奶。她边
吃边和爷爷奶奶聊天，这次回家和往常不一
样，车票没花钱，是爱心票。老人家很高兴，
孙女的运气好。

连线 时间：1月12日下午地点：礼泉

▲幸运读者王翠
领到免费回家的车票

◀幸运读者张倩
领到免费回家的车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