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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铁路情侣，春运期间，他们坚守
岗位、坚守梦想，2月4日子夜时分的一次
短暂相聚，见证了他们的坚守。

去年总共只相聚了一周

郝康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延
安机务段一名电力机车司机，在榆林站跑
货运；西安客运段雷杰当列车乘务员 7
年，往返于西安和乌海西之间的客运。同
是陕西绥德人的他们，4年前从老乡发展
为情侣。有时候，他们分别工作的两趟车
会在榆林站相遇。

按照列车时刻表，雷杰值乘的列车
会在2月4日零点37分驶入郝康工作的
榆林站，在站台上停留8分钟。虽然这样
的停靠每周会有4次，但由于郝康的休息
时间不定，两人往往几个月才能成功在站
台相聚一次。2018年，两人连休假都算
上，总共只相聚了一周。

小伙子为姑娘熬好小米粥

春节期间，雷杰值乘的车依旧会在
凌晨经过榆林站。按照铁路的规定，列车
员值乘期间是不允许带手机的，她上车前
给郝康发了信息，然后将手机上交。此时
的郝康，正在包西货运线上忙碌。

2月3日晚上8:40，雷杰值乘的车刚
过延安，郝康终于下班了。晚上，他没有
临时加派的出车任务，两人应该能在榆林

站见一面。知道雷杰患有胃病，只要有相
遇的可能，郝康总会去表姐家给雷杰熬小
米粥。过了绥德，再有1个多小时就到榆
林。今年两人计划结婚，郝康特意准备了
新年礼物。

见面的机会差点泡汤

由于部分路段积雪，列车晚点了10
分钟。原本停靠在榆林站的8分钟变成
了5分钟。因为硬座旅客较多，上车后，
雷杰临时从9号车厢调到了1号车厢，因
为手机在值乘期间早已上交，她没能通知
郝康。当郝康信心满满地走到熟悉的9
号车厢时，却不见了雷杰的影子，一连问
了几位值岗的列车员，都说出乘时见过雷
杰，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上下完旅
客，发车的铃声就急促地响起。郝康一下
子蒙了，顿时觉得这次见面的机会肯定是
泡汤了。

没来得及说“嫁给我”

关键时刻，有人吼了一嗓子：“找到
了，雷杰在1号车厢！”郝康闻声就往车头
方向一路狂奔而去。相聚这么短，列车那
么长，郝康跑过一节又一节车厢……雷
杰远远望见郝康，欣喜又心疼。眼看发车
时间就要到了，郝康执意要在车上陪雷杰
到前方的神木西站，却被雷杰拦住了。郝
康只好赶紧将提前准备好的戒指、一束玫

瑰花以及保温饭盒塞到雷杰手里，又轻轻
地拥抱了一下雷杰，却始终没来得及说出
那句“嫁给我”的话。

长长的汽笛声响起，列车缓缓驶离
站台。这次相遇，最后只有短短的1分52
秒。郝康在站台目送着雷杰离开，百感交
集。如今，又是一年春运时。今年他们共
同约定，等这个春运结束就携手走进婚姻
的殿堂。他们的爱情在继续，就如同年年
的春运，还要继续走下去……

本报记者张毅伟

铁路情侣郝康和雷杰

铁路情侣相约在零点37分
1分52秒的相聚见证他们的坚守

本报讯（记者张艳芳）记者从西安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获悉，2
月11日3时至11时，西安已处于重度污
染水平，且无明显下降趋势。

经省空气质量预报中心与省气象
台 2月 11日 10时会商：2月 11日至 14
日，关中地区受逆温、高湿等不利气象条
件影响，大气扩散条件较差，污染物持续
累积，空气质量持续转差。

预计，2月11日至14日，西安将出
现持续重度污染过程。指挥部办公室决
定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信息，从2
月11日14时起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
警（Ⅱ级应急响应）。

根据预警，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
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尽量
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一般人群减少
户外活动和室外作业时间，确需户外活

动或作业的，应采取防护措施。
企事业单位可根据空气污染情况

实行错峰上下班。
生产过程中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

事业单位、各类工地等，自觉调整生产工
期，可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提高污染治
理设施效率，调整有大气污染物排放生
产工艺的运行时间，主动减少大气污染
物排放量。

西安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

本周我省多阴雨雪降温天气，预计
13-14日受弱冷空气影响，陕北东部局
地、陕南南部有弱雨雪天气，陕北有吹风
降温天气；15-16日陕北、关中多云，陕
南南部有弱降水；17-18日：关中南部、
陕南有小雨或雨夹雪。

2月12日：全省多云；13日：全省多
云转阴天，陕北东部局地有小雪，陕南南
部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关中、陕南

日平均气温下降4℃左右；14日：陕北阴
天，榆林东部小雪转阴天，关中多云，陕
南阴天，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陕北日平
均气温下降4℃～6℃，榆林北部有4级
左右偏北风；15日：陕北多云，关中、陕
南阴天，陕南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16
日：陕北北部多云间晴，陕北南部、关中
多云，陕南阴天，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
17日：全省阴天，关中南部、陕南部分地

方有有小雨或雨夹雪。
西安今天白天多云，有中到重度

霾，气温-4℃～7℃；今晚到13日阴天转
多云，气温 0℃～8℃；14 日多云，气温
0℃～8℃。气象专家提醒，受前期降雪
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请注意防范低温、积
雪积冰对春运交通、城市运行、群众生活
带来的不利影响。

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强璐璐

明后天吹风降温还有雪
本周我省以阴雨雪降温天为主

本报讯（闫茜茜首席记者姬娜）春
节假期结束，许多返程旅客手中都大包小
包拎着充满“家乡味”的行李，腊肉、海鲜、
高粱酒、腌菜等地道美食，坐飞机可不是
想带都能带。

南航西安分公司工作人员提醒旅
客，腌制的酱菜、肉酱、辣椒酱等酱货类食
品，只能托运，所以旅客要提前将酱菜打
包严实，放入托运的行李箱中。

酒类、海鲜类有规定，酒精饮料只能
作为托运行李运输，并须满足包装完好且
未开封，每名旅客只能携带不超过10瓶
（即不超过5升）70度以下酒水。家里自

制的蒸馏酒也是被明令禁止上飞机的。
至于海鲜类物品，旅客出行前可先

用饮料瓶注水急冻成冰块，放入盛有海鲜
的泡沫箱内，再进行打包托运。旅客也可
以选择将海鲜制熟，包装完好后放入包装
箱内，并确保运输途中不外流汤汁，这样
旅客就可以随身携带了。

每次出行前，都要和行李箱“大战三
百回合”？别急着塞行李，先看看南航普通
行李免费托运标准，再决定塞多少也不
迟。国内航班头等舱的每位乘客可以免
费托运40公斤的行李，公务舱每位乘客可
以免费托运30公斤的行李，经济舱每位乘

客可以免费托运20公斤的行李。国内航
班行李托运最大重量是每件50公斤，长宽
高不能超过60厘米×40厘米×100厘米。

国际及地区航班头等舱和公务舱的
每位乘客可以免费托运32公斤的行李，经
济舱的乘客可以免费托运23公斤的行李，
占座婴儿或儿童等同成人免费行李额。
涉及美国航线行李托运最大重量是每件
45公斤，不涉及美国航线是32公斤，且行
李箱长宽高加起来不超过158厘米。同
时，国内航班头等舱的乘客可以随身携带
2件行李，其他舱的乘客可以随身携带1件
行李，每件行李的重量不能超过5公斤。

坐飞机不能随身带这些“家乡味”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自2月9日开始，西
安北站迎来了春运节后返程客流高峰，预计节
后发送旅客日均16.4万人。目前，西安北站已
进入第一个返程客流高峰，预计2月20日-24
日将迎来第二个客流高峰。

西安北站节后客流主要以旅游、探亲、学
生、务工、商务为主，呈现客流叠加、运输周期
长、高峰持续久的特点。为进一步满足旅客需
求，节后继续增开宝鸡、大荔、汉中、宁强等方向
动车组列车。同时开行6对夜间动车组，分别
为西安北～北京西G4014/3次、G4020/19次；西
安北～上海虹桥G4324/1 G4322/3次；西安北～
上海虹桥G4340/37 G4338/9次；西安北～上海
虹桥 D4504/1 D4502/3 次；西安北～南京南
G4336/3 G4334/5次。

为应对大客流，西安北站人工售票窗口采
用“日常+高峰”的动态启用模式，并具备“售改
退”功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避免旅客重复排
队。自动售取票机112台全部启用，为旅客提供
自助售、取票服务。8处进站口共开设30个人工
实名制验证通道，40台自助实名制验证闸机，进
站通过率同比提升40%，确保旅客进站顺畅。

西安北站进入
返程客流高峰

本报讯（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强璐璐）晚
上出了高铁站，拿着大包小包坐出租车直接到
家门口，是很多乘客的首选。据统计，从2月2
日到2月10日，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共发布
调度信息200余次，向北站调度出租车92148台
次，疏散旅客17万余人次。网约车16757台次，
疏散旅客3万余人次。

2月10日，西安北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加
之多地降雪，导致部分高铁列车晚点。尤其是10
日23时后，有13辆晚点列车到站，7078人集中到
达。返程旅客中很多人携带行李较多，到站时间
又比较晚，往往不愿选择坐公交车和地铁，更希
望坐出租车直接到家门口，北站的出租车乘车点
出现大量旅客排队等待乘车的情况。

10日18时，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启动紧
急预案并向全行业发起动员，号召出租车驾驶员
们前往北站疏散人流，帮助在北站等候的市民尽
快回家。有的师傅连续七八次到北站载客，就为
了让乘客早点回家；有的空驶十几公里前往北站
驰援，不顾自己的利益损失；有的号召其他师傅
主动下车帮助乘客放行李，节省停留时间……11
日凌晨2：04，最后一班高铁的旅客全部乘车离
开，出租车行业圆满完成疏散任务。

出租车网约车
高铁站疏散旅客超2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春节期间，西安地铁
累计运送乘客 1075.62 万人次，日均客运量
153.66万人次，较2018年同比增长46.05%，节
日期间西安地铁运营平稳、有序。昨日起，地铁
三号、四号线恢复执行春运时刻表。

2019年“西安年·最中国”系列活动推出的
各类文化旅游活动吸引了海内外游客，绿色便
捷的西安地铁成为外地游客及市民出行首选，
春节假期临近核心景区的大雁塔、大唐芙蓉园、
小寨等车站客流激增。为应对不断增长的客
流，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从2月6日起，三号线
全天增加开行42列次，运营时间延长至次日0：
35分；四号线全天增加开行78列次，运营时间
延长至次日0：30分，2月4日至10日，共计加开
接驳列车252列，接驳乘客近8000人。

记者昨天下午了解到，根据近期大雁塔站
客流情况，西安地铁三号线、四号线2月11日起
恢复执行春运运行图时刻表。大雁塔站三号线
末班车：往保税区方向23:32 ，往鱼化寨方向23:
42；四号线末班车：往北客站（北广场）方向23:
51，往航天新城方向次日00:10。同时，西安地
铁将会根据客流情况采取加车措施，保证乘客
出行，敬请乘客留意相关信息。

西安地铁春节期间
运送乘客1075.62万人次

春节假期民生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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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铁路情侣，春运期间，他们坚守
岗位、坚守梦想，2月4日子夜时分的一次
短暂相聚，见证了他们的坚守。

去年总共只相聚了一周

郝康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延
安机务段一名电力机车司机，在榆林站跑
货运；西安客运段雷杰当列车乘务员 7
年，往返于西安和乌海西之间的客运。同
是陕西绥德人的他们，4年前从老乡发展
为情侣。有时候，他们分别工作的两趟车
会在榆林站相遇。

按照列车时刻表，雷杰值乘的列车
会在2月4日零点37分驶入郝康工作的
榆林站，在站台上停留8分钟。虽然这样
的停靠每周会有4次，但由于郝康的休息
时间不定，两人往往几个月才能成功在站
台相聚一次。2018年，两人连休假都算
上，总共只相聚了一周。

小伙子为姑娘熬好小米粥

春节期间，雷杰值乘的车依旧会在
凌晨经过榆林站。按照铁路的规定，列车
员值乘期间是不允许带手机的，她上车前
给郝康发了信息，然后将手机上交。此时
的郝康，正在包西货运线上忙碌。

2月3日晚上8:40，雷杰值乘的车刚
过延安，郝康终于下班了。晚上，他没有
临时加派的出车任务，两人应该能在榆林

站见一面。知道雷杰患有胃病，只要有相
遇的可能，郝康总会去表姐家给雷杰熬小
米粥。过了绥德，再有1个多小时就到榆
林。今年两人计划结婚，郝康特意准备了
新年礼物。

见面的机会差点泡汤

由于部分路段积雪，列车晚点了10
分钟。原本停靠在榆林站的8分钟变成
了5分钟。因为硬座旅客较多，上车后，
雷杰临时从9号车厢调到了1号车厢，因
为手机在值乘期间早已上交，她没能通知
郝康。当郝康信心满满地走到熟悉的9
号车厢时，却不见了雷杰的影子，一连问
了几位值岗的列车员，都说出乘时见过雷
杰，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上下完旅
客，发车的铃声就急促地响起。郝康一下
子蒙了，顿时觉得这次见面的机会肯定是
泡汤了。

没来得及说“嫁给我”

关键时刻，有人吼了一嗓子：“找到
了，雷杰在1号车厢！”郝康闻声就往车头
方向一路狂奔而去。相聚这么短，列车那
么长，郝康跑过一节又一节车厢……雷
杰远远望见郝康，欣喜又心疼。眼看发车
时间就要到了，郝康执意要在车上陪雷杰
到前方的神木西站，却被雷杰拦住了。郝
康只好赶紧将提前准备好的戒指、一束玫

瑰花以及保温饭盒塞到雷杰手里，又轻轻
地拥抱了一下雷杰，却始终没来得及说出
那句“嫁给我”的话。

长长的汽笛声响起，列车缓缓驶离
站台。这次相遇，最后只有短短的1分52
秒。郝康在站台目送着雷杰离开，百感交
集。如今，又是一年春运时。今年他们共
同约定，等这个春运结束就携手走进婚姻
的殿堂。他们的爱情在继续，就如同年年
的春运，还要继续走下去……

本报记者张毅伟

铁路情侣郝康和雷杰

铁路情侣相约在零点37分
1分52秒的相聚见证他们的坚守

本报讯（记者张艳芳）记者从西安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获悉，2
月11日3时至11时，西安已处于重度污
染水平，且无明显下降趋势。

经省空气质量预报中心与省气象
台 2月 11日 10时会商：2月 11日至 14
日，关中地区受逆温、高湿等不利气象条
件影响，大气扩散条件较差，污染物持续
累积，空气质量持续转差。

预计，2月11日至14日，西安将出
现持续重度污染过程。指挥部办公室决
定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信息，从2
月11日14时起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
警（Ⅱ级应急响应）。

根据预警，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
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尽量
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一般人群减少
户外活动和室外作业时间，确需户外活

动或作业的，应采取防护措施。
企事业单位可根据空气污染情况

实行错峰上下班。
生产过程中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

事业单位、各类工地等，自觉调整生产工
期，可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提高污染治
理设施效率，调整有大气污染物排放生
产工艺的运行时间，主动减少大气污染
物排放量。

西安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

本周我省多阴雨雪降温天气，预计
13-14日受弱冷空气影响，陕北东部局
地、陕南南部有弱雨雪天气，陕北有吹风
降温天气；15-16日陕北、关中多云，陕
南南部有弱降水；17-18日：关中南部、
陕南有小雨或雨夹雪。

2月12日：全省多云；13日：全省多
云转阴天，陕北东部局地有小雪，陕南南
部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关中、陕南

日平均气温下降4℃左右；14日：陕北阴
天，榆林东部小雪转阴天，关中多云，陕
南阴天，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陕北日平
均气温下降4℃～6℃，榆林北部有4级
左右偏北风；15日：陕北多云，关中、陕
南阴天，陕南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16
日：陕北北部多云间晴，陕北南部、关中
多云，陕南阴天，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
17日：全省阴天，关中南部、陕南部分地

方有有小雨或雨夹雪。
西安今天白天多云，有中到重度

霾，气温-4℃～7℃；今晚到13日阴天转
多云，气温 0℃～8℃；14 日多云，气温
0℃～8℃。气象专家提醒，受前期降雪
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请注意防范低温、积
雪积冰对春运交通、城市运行、群众生活
带来的不利影响。

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强璐璐

明后天吹风降温还有雪
本周我省以阴雨雪降温天为主

本报讯（闫茜茜首席记者姬娜）春
节假期结束，许多返程旅客手中都大包小
包拎着充满“家乡味”的行李，腊肉、海鲜、
高粱酒、腌菜等地道美食，坐飞机可不是
想带都能带。

南航西安分公司工作人员提醒旅
客，腌制的酱菜、肉酱、辣椒酱等酱货类食
品，只能托运，所以旅客要提前将酱菜打
包严实，放入托运的行李箱中。

酒类、海鲜类有规定，酒精饮料只能
作为托运行李运输，并须满足包装完好且
未开封，每名旅客只能携带不超过10瓶
（即不超过5升）70度以下酒水。家里自

制的蒸馏酒也是被明令禁止上飞机的。
至于海鲜类物品，旅客出行前可先

用饮料瓶注水急冻成冰块，放入盛有海鲜
的泡沫箱内，再进行打包托运。旅客也可
以选择将海鲜制熟，包装完好后放入包装
箱内，并确保运输途中不外流汤汁，这样
旅客就可以随身携带了。

每次出行前，都要和行李箱“大战三
百回合”？别急着塞行李，先看看南航普通
行李免费托运标准，再决定塞多少也不
迟。国内航班头等舱的每位乘客可以免
费托运40公斤的行李，公务舱每位乘客可
以免费托运30公斤的行李，经济舱每位乘

客可以免费托运20公斤的行李。国内航
班行李托运最大重量是每件50公斤，长宽
高不能超过60厘米×40厘米×100厘米。

国际及地区航班头等舱和公务舱的
每位乘客可以免费托运32公斤的行李，经
济舱的乘客可以免费托运23公斤的行李，
占座婴儿或儿童等同成人免费行李额。
涉及美国航线行李托运最大重量是每件
45公斤，不涉及美国航线是32公斤，且行
李箱长宽高加起来不超过158厘米。同
时，国内航班头等舱的乘客可以随身携带
2件行李，其他舱的乘客可以随身携带1件
行李，每件行李的重量不能超过5公斤。

坐飞机不能随身带这些“家乡味”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自2月9日开始，西
安北站迎来了春运节后返程客流高峰，预计节
后发送旅客日均16.4万人。目前，西安北站已
进入第一个返程客流高峰，预计2月20日-24
日将迎来第二个客流高峰。

西安北站节后客流主要以旅游、探亲、学
生、务工、商务为主，呈现客流叠加、运输周期
长、高峰持续久的特点。为进一步满足旅客需
求，节后继续增开宝鸡、大荔、汉中、宁强等方向
动车组列车。同时开行6对夜间动车组，分别
为西安北～北京西G4014/3次、G4020/19次；西
安北～上海虹桥G4324/1 G4322/3次；西安北～
上海虹桥G4340/37 G4338/9次；西安北～上海
虹桥 D4504/1 D4502/3 次；西安北～南京南
G4336/3 G4334/5次。

为应对大客流，西安北站人工售票窗口采
用“日常+高峰”的动态启用模式，并具备“售改
退”功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避免旅客重复排
队。自动售取票机112台全部启用，为旅客提供
自助售、取票服务。8处进站口共开设30个人工
实名制验证通道，40台自助实名制验证闸机，进
站通过率同比提升40%，确保旅客进站顺畅。

西安北站进入
返程客流高峰

本报讯（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强璐璐）晚
上出了高铁站，拿着大包小包坐出租车直接到
家门口，是很多乘客的首选。据统计，从2月2
日到2月10日，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共发布
调度信息200余次，向北站调度出租车92148台
次，疏散旅客17万余人次。网约车16757台次，
疏散旅客3万余人次。

2月10日，西安北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加
之多地降雪，导致部分高铁列车晚点。尤其是10
日23时后，有13辆晚点列车到站，7078人集中到
达。返程旅客中很多人携带行李较多，到站时间
又比较晚，往往不愿选择坐公交车和地铁，更希
望坐出租车直接到家门口，北站的出租车乘车点
出现大量旅客排队等待乘车的情况。

10日18时，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启动紧
急预案并向全行业发起动员，号召出租车驾驶员
们前往北站疏散人流，帮助在北站等候的市民尽
快回家。有的师傅连续七八次到北站载客，就为
了让乘客早点回家；有的空驶十几公里前往北站
驰援，不顾自己的利益损失；有的号召其他师傅
主动下车帮助乘客放行李，节省停留时间……11
日凌晨2：04，最后一班高铁的旅客全部乘车离
开，出租车行业圆满完成疏散任务。

出租车网约车
高铁站疏散旅客超2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春节期间，西安地铁
累计运送乘客 1075.62 万人次，日均客运量
153.66万人次，较2018年同比增长46.05%，节
日期间西安地铁运营平稳、有序。昨日起，地铁
三号、四号线恢复执行春运时刻表。

2019年“西安年·最中国”系列活动推出的
各类文化旅游活动吸引了海内外游客，绿色便
捷的西安地铁成为外地游客及市民出行首选，
春节假期临近核心景区的大雁塔、大唐芙蓉园、
小寨等车站客流激增。为应对不断增长的客
流，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从2月6日起，三号线
全天增加开行42列次，运营时间延长至次日0：
35分；四号线全天增加开行78列次，运营时间
延长至次日0：30分，2月4日至10日，共计加开
接驳列车252列，接驳乘客近8000人。

记者昨天下午了解到，根据近期大雁塔站
客流情况，西安地铁三号线、四号线2月11日起
恢复执行春运运行图时刻表。大雁塔站三号线
末班车：往保税区方向23:32 ，往鱼化寨方向23:
42；四号线末班车：往北客站（北广场）方向23:
51，往航天新城方向次日00:10。同时，西安地
铁将会根据客流情况采取加车措施，保证乘客
出行，敬请乘客留意相关信息。

西安地铁春节期间
运送乘客1075.62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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