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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庞泽欣 通讯员 郭

铭旺 曾小贤 李佳 ）

记者从广铁集团获

悉，昨日，广铁发送旅客 180 万人次。今日

广铁预计发送旅客 190 万人次，当天加开

列车 319 列， 其中动车 221 列， 普速 98

列。 今年春运，佛山西站、广州北站交通

接驳与客流组织更趋成熟， 旅客接受度

增强，现已为广州南站、广州站等主要车

站担负起分流的重任。

据介绍，佛山西站今年增开往成都、

重庆、贵阳等 30 对始发临客，春运客流较

去年增长 87.6%。“我们刚从广州打车过

来，感觉比去广州南站方便。 ”家住广州

市白云区的陈先生告诉记者， 他已经买

好了正月十七回来的车票， 到时也会在

佛山西站打车回广州。

广州南站部分列车调整至佛山西站

始发终到后，今年会出现新变化：佛山西

站的始发客流中，有部分来自周边广州、

肇庆等城市；终到客流中，前往广州、肇庆

等城市的旅客会在佛山西站换乘其他交

通工具回家。 这种跨城混搭的春运出行

方式， 受广州南站和佛山西站联动分工

的影响变得尤为明显， 也缓解了广州南

站在春运期间的疏运压力。

因为交通便捷而担负起分流任务的

还有广州北站。 广州北站春运期间开 4

趟普速临客列车， 前往湖南、 湖北方向。

车站在广场搭建 3500 平方米临时候车大

棚，加强车站候车能力，以最大限度缓解

广州站客流集中的压力， 日均分流旅客

近万余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

讯员 周伟 崔炯）

舌尖上的东航再

添新宠， 广式腊味煲仔饭登上东航

广州春运特色美食周航班。 据悉，1

月 30 日至 2 月 4 日，2 月 10 日至 2

月 20 日春节期间，东航广东分公司

在部分广州始发航班两舱推出广式

腊味煲仔饭。

据了解， 东航春节广式腊味

煲仔饭采用厚切粤式腊肠片和腊肉

片双拼烹饪， 搭配菜心和煲仔饭豉

油，主食采用油盐香米饭。

在广州飞往上海的 MU5314 航

班上，乘务长刘航介绍说，在地面需

要将主食和荤菜装载入锡纸碗，随

后在航班上将青菜锡盒分装， 再加

热后摆盘， 烘烤时间不超过 7 分钟

至 15 分钟，以最大限度保持食材水

分和营养。

有旅客品尝新推出的煲仔饭后

称赞：“能在航班上品尝到煲仔饭，

很特别，餐食味道很正宗。 ”

信息时报讯（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公

交宣）

昨日，广州市春运办联合广州公交

集团、集团属下交通站场中心，以“幸福春

运，用心相伴”为主题在芳村客运站举办

了一场快闪活动， 温暖旅客的春运回家

路。

上午 10 时许， 随着一段悠扬的音乐

在芳村客运站候车大厅响起，“快闪”活动

正式开始， 一名志愿者用电子钢琴演奏

《加勒比海盗＋龙的传人》， 一曲奏毕，旅

客们纷纷鼓掌。此时，另一股旋律便响起，

六名舞者从观众中一跃而起，在欢快的音

乐中热舞起来，青春洋溢的舞蹈吸引了旅

客纷纷驻足观看， 不少人拿起手机拍照，

还有人跟着节奏也动了起来，现场气氛瞬

间点燃。

紧接着，候车大厅响起了歌曲《幸福

的路》，唱响了“幸福春运”的主题。 随后，

二十多名青年志愿者、员工代表还表演了

一段情景短剧《爱》，生动表现了站场春运

期间的温馨服务措施。

“载歌载舞，很有新年气氛！ ”现场一

名男性旅客评论道。来自湖南的孙小姐还

说：“一开始音乐响起还以为是在拍节目，

原来是给我们这些旅客表演啊， 这很不

错！”活动最后，主办方还为现场旅客送上

贺年挥春，祝福旅客们过一个幸福快乐的

新年，现场洋溢着温馨、喜庆的气氛。

信息时报讯（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黄曼）

随着春节的临近， 白云机

场将迎来春运的最高峰！ 记者昨日

获悉，即日至 2 月 4 日，广州始发多

条热门探亲航线如飞往泸州、南充、

万县、宜宾、南宁、南昌等地位置紧

张，机票售罄。

相比之下，广州始发飞往重庆、

成都、贵阳、昆明、丽江等地机票票

源充足， 有的航班甚至有低至 4.9~

7.4 左右的折扣。 另外，广州始发航

线如华东方向机票折扣优惠更大，

如飞上海 3.5 折、 飞杭州 2.5 折、飞

南京 3 折等。

白云机场售票处提醒广大旅

客，热门航线的航班相对较多，暂时

买不到机票的旅客除可以致电白云

机场商旅 24 小时服务热线 400-

830-0000 咨询机票详情外，还可选

择到白云机场现场柜台候补购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机场宣）

来机场也能逛花市！ 随着广州

市区传统花街陆续“开锣”，昨日，机场

“迷你”广州迎春花市惊艳亮相。 即日起

至 2 月 14 日，白云机场“迷你”迎春花

市“安家”T1 航站楼，出行旅客在机场

感受地方特色传统民俗文化。据悉，2 月

4 日-2 月 7 日，白云机场将邀请非遗传

承人到航站楼内与旅客互动，派发新年

小礼品和祝福。

“大牌楼 +鲜花”打造浓浓年味

白云机场“迷你”广州迎春花市位

于 T1 航站楼出发厅三层中庭，该花

市以“桃花满庭喜迎春” 为主题，设

置了 25 米长、9.5 米高的大型“双龙

献瑞”特色牌楼，双龙灯饰、中式传统

大门廊正式亮灯，打造了最具“年味”的

候机楼。

记者看到， 迷你花街店铺小而精

致。 档口为仿岭南建筑特色，装饰了“琉

璃瓦当”，挂上了红彤彤的仿古灯笼。 8

个“档口”、32 个“窗口”展示售卖应节的

花卉和手信，就连“档口”名字也是喜气

洋洋，如“花好粤圆”“花驿小栈”等，有

多款财神摆件、抱枕、“醒狮”卡通挂饰、

广州“小蛮腰”冰箱贴等等手信。

鲜花是“主角”， 现场的鲜花有玫

瑰、蝴蝶兰、牡丹菊、康乃馨、香水百等

等。 据花卉师介绍，购买花卉不仅要看

“颜值”，也要知寓意。 比如“乒乓菊”寓

意团团圆圆，“火龙珠” 寓意红红火火，

“金鱼草” 寓意年年有余。 结合机场特

色，售卖的年花有鲜花、花束和盆栽等

不同品种。 有工作人员表示，考虑旅客

携带乘机方便，打包好的“花束”“花篮”

和小型“盆栽”较多，如“富贵竹”盆栽就

有十多种不同形态的，外包透明的塑料

袋， 旅客购买后可以直接拿上飞机，非

常方便。

“桃花满庭喜迎春”特色出行体验

“逛花街”走走买买、感受年俗文化

之余，旅客还可在白云机场赏花、观灯、

留影。 花色艳丽的桃花贯穿整个花市景

观。 灯饰方面，不能错过精心设计的“双

龙献瑞”。 据介绍，这是源自西川自贡灯

饰的传统手艺，展示的“双龙”中，单条

龙身达 8.8 米长，这个大型花灯需要 12

名专业工匠耗时 15 天制作， 龙身采用

宫灯工艺“龙鳞布” 制成，“龙头”、“胡

须”等更是栩栩如生。

据了解，“桃花满庭喜迎春”系列主

题活动是白云机场积极践行真情服务、

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的举措之一。 白云机

场在做好今年春运保障工作的同时，致

力于打造独具特色的旅客出行体验，将

中国传统年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

广州岭南传统文化等搬进航站楼，全方

位为广大旅客打造“最具年味特色”的

出行体验。

广州花街开进T1航站楼

即日起至2月14日，旅客可在机场逛“迷你”迎春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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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萧嘉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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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始发航班推出广式腊味煲仔饭。

信息时报记者 萧嘉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