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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大桥今日车流
预计达16万辆

本报讯（记者 何淼 通讯员 黄璜）2月9
日，从虎门大桥公司了解到，2月 8日起虎门
大桥的车流大幅增加，出现节后首个车流高
峰，预计持续至 2月 11日。其中，节后车流最
高峰预计出现在 2月 10日（年初六），车流量
将达16万辆，略高于去年春运峰值。

据虎门大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虎门大
桥节后车流预计有2个高峰段，分别为2月8
日至 2月 11日和 2月 16日之后（正月十五前
后）。目前，正处于第一个车流高峰段，车流
分布以“东行往东莞、深圳方向为主”。

考虑到虎门大桥的拥堵情况，建议
司机尽量选择黄埔大桥、虎门轮渡等替
代路线错峰出行。遇到拥堵时可以参考
以下出行指引：

1.从珠江东岸往西岸行驶的车辆，
可选择走广深沿江高速接虎门大桥，或
者经黄埔大桥接广澳高速前往广州、珠
海、茂名等地。

2.在广深沿江高速公路南、北行行
驶的车辆可以在沙田出口下高速，绕道
轮渡码头到南沙。

3.行驶在广深高速公路由深圳往虎
门方向的车辆，在长安出口，绕行国道或
转到常虎高速公路前往到广州等地。

4.从珠江西岸往东岸行驶的车辆建
议在广珠东坦尾立交处绕行黄埔大桥走
沿江高速前往东莞、深圳等地，或者在广
珠东亭角收费站下高速选择轮渡过江。

虎门大桥遇堵绕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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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

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将于 2月 14日至 15日在北京，

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
部长姆努钦举行新一轮中美经

贸高级别磋商。双方将在不久前
华盛顿磋商基础上，就共同关注

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美方工作
团队将于2月11日提前抵京。

■当旅客的“保姆”
打赢春运战役

2 月 8 日，中山站当天停
靠列车达 57趟，发送、到达旅
客人数达1.4万人 。

车站客运值班员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岗位，相当于现场
的“指挥官”。对进出车站的列
车动态信息及时与综控沟通，
了解每趟列车的上车人数，指
挥客运岗位工作人员合理进
行布岗及对重点环节的安全
卡控等工作，同时兼顾站台安
全提示宣传、与列车办理重点
旅客（老、弱、病、残、孕）交接
工作、寻人寻物等工作，这都
是值班员的岗位职责。

“老人要搀扶一下啊，小
孩拉紧一些。”早上中山站第
一趟列车进站，候车室检票口

开检的瞬间，提着大包小包的
旅客如潮水般涌向手扶电梯。

“不久前我曾遇到过一位
行动迟缓的老人，身边还带着
一位小朋友而且提着两大袋
的行李。”孙景龙说，检票口人
多拥挤，他特意把老人、小孩
带在身边，等人流过去之后再
送上站台，并引导到相应车厢
门口排队。尽管做了如此细致
周到的安排，老人带着小孩子
上车时，突然小孩一脚踩空，
险些摔倒，幸好孙景龙眼疾手
快一把将小孩拉住。

“春运对于车站工作人员
来说，是一场硬仗，我把自己
定位为‘保姆’的角色，留心各
种小细节，保证车站每个环节
顺畅有序，确保每位旅客都能
安全回家团圆。”孙景龙说。

■用“舍”与“守”成
全万家团圆

1月 29日，D1842次珠海
至成都东即将开始检票，高中
生小黄在车站外找到了孙景
龙求助，“我的票取不了，学生
证区间不符。”孙景龙询问得
知，小黄和妈妈的车票是他姐
姐帮忙在网上买的，不小心给
小黄错买了学生票。根据铁路
部门的相关规定，所有优惠票

都必须出示相应的证件，优惠
区间符合，在人工窗口取票。
考虑到D1842次马上要开车，
孙景龙把小黄送上站台，与列
车长交接，告知小黄上车后办
理补全额票款的手续。“列车
马上就开了，如果让小黄去窗
口办理退票、再购票的手续，
他就有可能赶不上回家团圆
了。”孙景龙说。

在春运高峰期，旅客都在

奔往家的方向，孙景龙和同事
们依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他们用“舍”与“守”，成全了万
家团圆。“ 旅客都在回家的路
上，而我们却恰恰相反”。孙景
龙参加工作六年，仅有一次回
家与家人团圆。“今年春节我
安排老婆回老家和岳母等亲
人一起过年，等春运结束后，
我再去把老婆孩子接回来。”
孙景龙说。

■查监控还原现场
练就火眼金睛

在众多求助个案中，售票
窗口是常见的丢失财物多发
地点之一。陈伟涛在中山站曾
接到一宗钱包丢失求助个
案，里面有现金几千元，最重
要包里有 10 多张银行卡，补
办起来非常麻烦。陈伟涛调取
监控视频回放，发现钱包被另
一名男子顺手牵羊拿走了。

要在汹涌的人潮中找到
顺手牵羊的男子是个看似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根据监控视
频男子模糊的样貌，陈伟涛迅
速锁定他在中山站乘坐的车
次和车厢，然后调取那趟车相
应车厢的旅客名单，与视频中
的男子逐一比对，最终确定目
标。为了找到这个人，陈伟涛

在电脑前足足坐了4小时。
最后在广州南站开往其

他地方的列车上，找到了拿
走钱物者。该名男子退还了钱
包里的现金。

“车站的监控摄像头密
布，几乎实现了全覆盖，通过
监控视频回放还原现场是寻
找失物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但
是工作量相当的大。”陈伟涛
说，不过长期的工作经验让他
练就了火眼金睛，他可以从模
糊的监控视频中，锁定目标人
物。

■不论财物价值大
小都尽心寻找

在中山站的失物求助个
案中，真有丢咸鱼的报警案例。
一位老人报案称在中山站丢失

了一条咸鱼，但又说不清丢失
具体位置。陈伟涛根据老人在
中山站活动的时间和行动轨
迹，发现他把咸鱼遗落在售票
窗口的位置。咸鱼气味浓郁，在
窗口放置几个小时，也无人认
领。为了不污染窗口作业环境，
工作人员让在旁边拉客的司机
带回家。陈伟涛找到那位司机，
要回了咸鱼，老人拿到失而复
得的咸鱼高兴极了。

还有一位旅客称在中山
站丢失了一台笔记本电脑。陈
伟涛成功追查到拿走物品的
旅客，但找回来并非电脑，而
是一本笔记本。对方承认丢
失的只是笔记本，但没有说明
把笔记本说成笔记本电脑的
原因。陈伟涛表示，就算报警
人明说是笔记本，他也会尽力
帮忙寻找的。

本报讯（记者 柯颂 梁
东麒 ）2月9日，为期近半个月
的兴中广场春节美食节结束，
在举办期间，有超过10万人次
的游客来品尝各种美食。

兴中广场在春节前的 1
月 27日，就从全国各地招纳
进了 31家美食档进驻，在广
场中搭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
春节美食街。中山的清炸脆

肉鲩鱼排、中山金吒、红烧乳
鸽等美食成为了游客进到美
食街中必吃的美食，同时，来
自其它地方的特色小吃也都
甚受游客和市民的欢迎。

中山港口岸昨日入境
超过2300人次

本报讯（记者 黄凡 通讯员 陈文星）记
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中山边检站获悉，春节长
假临近尾声，9日下午起，中山港口岸迎来返
程高峰。

据统计，全天出入境人数预计达5500人
次，其中入境超2300人次，较前几日明显增多。

据介绍，经过农历初一、初二的“中场休
息”和初三、初四的出境高峰，初五出境人数
虽然仍在高位，但入境人数开始增多，入境
客流以节前和节日前半段出境游的旅客陆
续返程为主，特别是从下午 15时开始，入境
人数明显增多。为满足旅客返程需求，当天
增开了1个入境航班。

根据往年的出行数据，预计初六入境人数
将进一步增长，下午至晚上是入境高峰时段，
返程高峰还会延续到假期后2到3天左右。

中山高速返程高峰
昨天来到

昨天是正月初五，中山迎来了首个返程
高峰。据中山交警路面实时监控显示，中山
辖区范围内高速路从昨天上午 9时开始，车
流量逐渐增多，昨日下午 3时迎来首个返程
小高峰。

按照每年返程阶段规律，2月9日（初五）
会迎来首个返程小高峰，2月 10日（正月初
六）下午 2时至晚上 8时是返程最高峰。而中
山辖区范围内，易拥堵缓行的路段有广澳高
速南行城区收费站至珠海收费站段、广澳高
速北行三角收费站至灵山段、深罗高速外海
路段、广珠西线容桂段等。此外，2月 16日下
午 3时至 6时以及 2月 20日下午 3时至 6时，
高速上也会出现返程小高峰。

（江泽丰 叶颖雯）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将于14－15日举行

这位旅客“保姆”日均要走2万步
城轨中山站值班员孙景龙春节奔忙助千万家团圆

“G542 次接近，接车注
意。”城轨中山站值班员孙景
龙拿起对讲机，向站台客运员
下达接车命令，并快步走下站

台楼梯，向检票口跑去，迎接下一趟车D7264的旅客检票进站。
这是记者2月8日在城轨中山站看到的春运情景。

“下班回宿舍躺在床上，一天发生的事情不停地在脑袋里回
放。”孙景龙说，春运值班每天的微信步数多达2万多步，从早晨
6点20分起，长达1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内持续高强度脑力、体
力劳动。“虽然很累，但我们每个环节的安全卡控丝毫不能松懈，
确保每位旅客平安回家。”孙景龙说。

孙景龙在中山站内值班。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春运频现“马大哈” 铁警“火眼”追失物

攻略

春运期间，在城轨中山站，频频出现“马大哈”旅客丢失财物
的情况。中山车站派出所民警陈伟涛多能帮忙“完璧归赵”。陈
伟涛表示，经过抽丝剥茧还原现场，他接手的求助个案几乎都把
丢失的财物找回来了。

本报记者 何淼

为期近半个月的兴中广场春节美食节结束

超10万人次岐江边享口福

春运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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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兆宇 摄游客在美食摊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