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游子纷纷踏上回家的行程。
乘飞机、乘火车……回家的路越来越顺畅，交通方式越来越多。不过，下飞机、下火车后，

交通接驳是否便捷？最后的回家路上交通怎样？
连日来，本报记者兵分多路，体验春运“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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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7日下午，邹图鼎顺利回回
到到家中家中，，见到早已倚门相望的父见到早已倚门相望的父
母和妻子母和妻子。。

32岁的邹图鼎是丰城市湖塘
乡睦塘村人。去年到南昌市新建
区务工。“刚到工地时，技术还不
熟练，一天 150 元。技术熟练后，
一天200元。”邹图鼎说，今年赚了
1万多元。

7日16时，邹图鼎先从望城乘
117路公交车到新建区开关厂，再
乘152路公交车到松湖镇汽车站，
随后搭乘“摩的”回家。

记者问邹图鼎，他的家在丰

城市，为何从新建区乘车回家？
邹图鼎说，他家离松湖镇只有 10
公里左右。如果从南昌走昌樟高
速到丰城，路程更远，约100公里。

“摩的”穿过松湖镇，约 10 分
钟后到了丰城市地界。好在一路
都是水泥路，摩托车行驶顺畅。
又过了 10 分钟，“摩的”拐进路边
一个村庄，这段是黄泥巴路，坑坑
洼洼。不久，邹图鼎就在路边看
到了三层楼的自家房子。

邹图鼎的父亲告诉记者，房子
建好多年，但没钱装修。他有一儿
一女，女儿已出嫁。农忙时，邹图

鼎在家干活，农闲
时就去南昌务工。

邹图鼎说，
打 算 回 家 后 再
买 年 货 ，给 父
母、妻子和孩子
买新衣服。“如
今，不少村民建
了 新 房 ，生 活 一
天比一天好。过
完 年 ，我 再 去 工
地 ，赚 钱 装 修 房
子。”邹图鼎对新的
一年充满了向往。

路多选择多 父母妻子倚门望 本报记者 邹晓华文/图

邹图鼎搭乘“摩的”回家。

2 月 7 日，记者与南昌市客运
管理处执法人员，先后到南昌西客
站、南昌火车站、昌北国际机场对
周边出租车暗访，发现交通状况与
以往相比有很大改善。但在南昌
火车站周边，仍存在出租车宰客、
拒载现象。

火车站有的士漫天叫价
7 日 8 时，记者与客管处执法

人员来到南昌西站。
西站周边交警安装的摄像头

众多，站外的出租车不能乱停，基
本从地下通道有序进出，站点工作
人员现场指挥调度，没有发生拒载
与议价现象。

随后，记者来到南昌火车站东
广场。在东广场南侧出口发现，南
侧只留给公交车通行的路上停有
数辆车租车，司机在积极揽客。

记者对一名出租车司机称，要
去丁公路地铁站，这名司机张口开
价：60 元！“这么近要 60 元？不可
以打表吗？”对于记者提问，这名司
机回答：“近？那你走着去呀。”

见记者与这名司机没谈拢价
格，旁边数名出租车司机忙上前招
徕生意。当得知记者去距南昌火

车站不远的丁公路地铁站后，不再
打算接这笔生意。

“这是明显的拒载与议价宰客
行为。”客管处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因此处为大巴通道，出租车和社会
车辆本不应进入。

记录下违规进入此处的车辆
号牌后，记者与执法人员来到火车
站西广场旁的金辉家园小区门
口。每年春运来临，这里都是执法
人员关注的重点区域。“常有出租
车在此蹲守，若乘客去较近的目
的地，司机就拒载。”果然，此处多
名出租车司机听记者要去丁公路
地铁站，都表示不去。有司机直接
说：“我们专跑西站和机场，车程太
短的不去。”

机场候车点出租车秩序井然
随后，记者与执法人员来到昌

北国际机场。这里与南昌西站一
样，有场站管理人员在现场有序引
导出租车载客。记者以乘客身份
上了一辆出租车，从机场到滕王
阁，司机按表收费，没有出现绕路
和宰客现象。

不过，在行驶途中，司机向记
者大倒苦水。“在南昌火车站，出租

车排队载客，很快就能轮到；在南
昌西站，要排 10-20 分钟。可是，
在机场排队要 1 小时，如果等了 1
小时，乘客只去几公里外的民航宾
馆或新建区乐化镇，换做你是司机
你愿意去吗？”上周有乘客从机场
打车去新建区，出租车司机不想
去，但经场站管理人员督促，还是
将乘客送到。这名司机建议：“为
方便乘客和的哥的姐，能否考虑专
门为短途乘客建立一个等候出租
车的通道？”

“对于火车站周边出租车拒载
载客问题，我们将立即调查处理。”
7日下午，南昌市客管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并与交警沟通协作，加强
管理，严查出租车违法进入大巴专
用通道，并对出租车违法停靠的地
方予以重点清理整治。

该负责人还说：“出租车司机
反映的在机场排长时间队，等来短
途乘客的事确实存在。我们也想
过一些办法，但发现还是有漏洞。”
如果设立接短途旅客的通道，可能
极少有司机愿意来这个通道排
队。另外，还容易出现出租车出站
场后，将乘客转给站外面不排队的
车辆，然后又回来排队的现象。

2月8日，春运第8天，被称为“江西北大
门”的江西高速集团上饶管理中心赣皖界桃墅
收费站迎来车流高峰，日车流量预计突破3.4

万辆，远超去年日峰值的2.71万辆。该站
采取保障人员由四班三运转改为三班

三运转，把3个入口车道改为出
口车道，并在收费站左幅6个
车道进行复式收费的方式全

力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同时强化服务，确保司
乘人员安全顺畅回家
过春节。
本报记者 胡勇飞摄

2月7日10时，31岁
的谢文军在南昌西站
候车，他所乘的火车
11时59分出发。

过去一年，谢
文军生活在新建区
溪霞镇一处工地，
只在端午、中秋回
了老家万载。因工
地提前收工，他将8
日的高铁票改签到
7 日，家里人还不
知道。

6 日，谢文军乘
坐143路公交车，从溪

霞镇前往双港西大街
地铁站，再乘地铁到达

南昌西站。“前几年，春节

回家没有高铁。”他说，原来，要从徐坊客运站
乘大巴到万载县，拥挤费时。

13 时 10 分，列车抵达宜春后，谢文军选
择拼车到万载县城，车钱 30 元。14 时，到达
万载县城。年关将近，县城挺热闹，大街小
巷人声鼎沸，还有不少挂全国多地牌照的
汽车。谢文军说：“人多车多，年味这样才
足。”

考虑到县城中巴车发班时间不固定，人多
得站着，谢文军打算“奢侈”一回，与他人拼出
租车回家，票价也是30元。

16时 25分，历经 4个半小时，240多公里，
谢文军安全到家。

正在拾掇家门口杂草的母亲看见儿子回
来有些愕然，她轻声说：“回家就好。”然后，转
身朝厨房走去……

这一路，谢文军先后乘公交、地铁、高铁、
汽车，车费花了150多元。

在非洲务工 10 年的老桂，今
年春节的回家之路走得最顺畅。

2月7日10时40分，在九江汽
车站，老桂看到了来接他的儿
子。一年未见，老桂的眼里透出
藏不住的喜悦。

“这里有非洲的咖啡、红酒
等特产，每次春节都带些回来送
给亲朋。”老桂说，“从九江汽车
站开车回家，10 分钟就到，能赶
上午饭。”

2月5日，当地时间中午，老桂

到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然后搭
乘 10 多个小时的航班飞到广州。

“2月6日晚到广州，在机场附近酒
店住下。7日早上 6点多，乘航班
回南昌。”老桂说，“我查了一下，
从昌北国际机场到九江汽车站的
城际大巴一小时一班，很方便。”

“几年前，春节回家没有这
么好的条件，春运火车票非常紧
俏，我从广州回九江往往只能买
到站票，下车时腿都发抖。”老桂
说，“现在，航班选择多，今年是

第 一 次
白 天 就 到
了家。”

据 悉 ，昌 北
国际机场开通了南
昌至九江市、景德镇
市、上饶市、鹰潭市、抚
州市、资溪县 6 条城际班
线。记者从省机场集团公
司获悉，春节期间，昌北国际
机场的城际班车运行时间会
视情况做调整。

从非洲飞回 首次白天就到家 本报记者 赵 影文/图

小桂到汽车站接老桂回家。

“G1462 次列车开始检票，请
大家排队进站。”2 月 7 日，9 时 40
分，在南昌西站A8检票口，听到检
票员的通知后，方香琴带上行李
箱，走到已排起的长队中。

方香琴今年24岁，2年前从鄱
阳到南昌工作，在新建区一家物流
公司做行政。半个月前，得知公司
2月 7日放假，她忙在网上抢了一
张火车票，这是她来南昌工作后第
一次选择坐火车回家。

去年 12 月 28 日，九景衢铁
路通车，鄱阳

结束无铁路历史。
方香琴说：“坐大巴我经常晕

车，坐火车舒服多了。”
7日9时50分，G1462次列车准

时发车。12时4分，准点抵达鄱阳
站。12时10分，记者陪方香琴一起
出站，开始体验“回家最后一公里”。

“以前，一般从徐坊客运站坐
车到鄱阳汽车站，再坐小客车回
家。”方香琴家住鄱阳县谢家滩镇
莽塘村，第一次坐火车到鄱阳，她
没有查好回家线路，只能先找公交
站。走出鄱阳站，方香琴没找到公
交站，但见3辆无人售票公交车停
在站前广场，其中一辆公交车贴有

“火车站往返田畈街汽车站”标

识。方香琴询问司机得知，每名乘
客投币两元，5分钟左右到田畈街
汽车站。经考虑，方香琴准备乘公
交车，但没带零钱。想换零钱的方
香琴环顾鄱阳站四周，发现周边没
有商店。记者便掏出零钱，帮助方
香琴投币上车。

方香琴与记者所乘的公交车
一路没有报站名，乘客上下车只需
向司机口头说明。12时 20分，公
交车抵达田畈街汽车站。方香琴
下车后马上找到一辆开往谢家滩
方向的小客车，当时车上仅有2名
乘客。“5分钟后就开车，可以先上
来等。每人 15 元。”该车售票员
说。这辆小客车虽在 5 分钟后发

车，但不久后突然停下，售票
员招呼乘客下车，转乘另一辆
小客车。

13 时 10 分，小客车到谢家
滩。“到莽塘村要走十几分钟，
这段路没有公交车。”方
香琴告诉记者，因春
运期间汽车票常
涨价，坐火车更
划算。“县里通
了火车后，就
希 望 火 车 站
多开几路公
交车，如果能
直 接 到 镇 上
就更好。”

随着向莆铁路开通，为在外
务工的抚州人节省了不少回家
时间。但在章登水的眼里，从
火车站回村里的路，却未发生多
大变化。超载的巴士、崎岖的小
路、乡镇还是“逢节必堵”，是每

年都能体验到的“老三样”。
章登水是临川区河埠乡油顿村

人，每年从深圳回家过年。今年，他与
妻子和两岁的儿子一同回来。

记者与他约好，2月 7日上午在抚州站
碰头。10时 30分，记者在偌大的火车站站前
广场，未看到公共交通指示牌，也找不到工作
人员咨询。不少旅客询问保洁人员，才能顺着
大概的方向寻找公交车。

“以前，我从深圳回来，要先坐火车到南
昌，再转长途汽车到抚州客运站，最后坐中
巴回村。现在，开通了动车和高铁，省了半

天时间。”10时40分，记者见到了章登水。
出广场后，章登水带记者走了 20

分钟来到一条县级公路。11时，伴随着扬尘，
一辆中巴停在面前。

记者粗略算了一下，这辆核载19人的中巴
塞了约30人。“到油顿是11元。”售票员告诉记
者，车票平时是 9元，过年涨价是“传统”。另
外，平时40分钟一趟车，现在人满了就发车，路
上随叫随停。

11 时 20 分，中巴来到崇岗镇。恰逢当天
赶集，只有三车道的路上还有货摊、三轮车和
悬挂多地车牌的小车。堵车，中巴司机索性熄
火等待。“过年车多，这里没有交警，如果遇到
小事故，就更堵了。”章登水说。

10多分钟后，中巴重新发动。于 11时 50
分到油顿村。步行数分钟，便是章登水家。

章登水说，现在多是年纪较大，或家里条
件不好的村民坐中巴回村。“很多村民买了车，
会开车来接回家的亲朋。我妈上周从深圳回
来，我姐夫开车到车站接她。这次我带妻子、
儿子特意坐中巴回家，是想让下一代体验原来
的生活。”章登水笑着说。

南昌西站和昌北机场出租车营运总体有序
南昌火车站周边有出租车宰客

春运“最后一公里”你走得顺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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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高铁拼车坐高铁拼车 回家路不再拥挤回家路不再拥挤
火车进鄱阳 交通配套待完善 本报记者 刘 斐本报记者 万仁辉

超载又堵车 回家路上有点累
本报记者 陈 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