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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尚在旅途 有人海南度假

年夜饭：
变的是地点，
不变的是团圆
□本报记者 张晓甫
实 习 生 赵昱淇
“火车上过年三十，是我生
平第一次！各位，新年快乐！干
杯！”“下午陪完父母，立马赶去
江苏陪女儿和外孙，年三十都奔
波在路上了”……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年夜饭的
地点也在发生着变化。记者在春
节期间，走访了几名市民，了解
他们如何过年三十的，发现虽然
年夜饭的地点不同，但相同的是
与家人团圆的那份喜悦。

人生第一次
火车上吃年夜饭
“火车上过年三十，是我生
平第一次！各位，新年快乐！干
杯！”年三十的晚上，小王发的
一条微信朋友圈引起了朋友们的
注意，大家纷纷给他这个独特的
年三十送去了温暖的祝福。
26 岁的小王之所以在火车
上过年，是因为他们一家人坐火
车去南京玩。火车上买不到太多
菜，他们提前在家准备了四道菜
和一瓶酒带到火车上。“干杯！”
火车座椅之间的横板，成了放年
夜饭的桌子。他们一家人团圆在
一起的心情，和以往每个年三十
没有任何区别。
“对面坐着的老两口是去外
地找儿子的，还有一个大哥家是
临颍的，在上海打工，媳妇儿孩
子也在上海，他提前回老家几天
然后再赶回上海。”不多久，小
王就和身边的乘客们熟悉了。随
着年味渐浓，一群人天南地北地
聊，说说笑笑。
“车上还是挺热闹的。”小王
通过微信告诉记者，“年味还是

年三十的下午，王宏伟夫妇
先去父母家帮忙准备晚上的年夜
饭，稍稍吃了一点就开启了去常
州的路程。“和自己的父母在一
起，虽然下午不到一个小时就吃
完了年夜饭，但作为子女，一年
当中最盼望的就是这一顿团圆
饭。”王宏伟说，年三十下午，
她和丈夫开了 7 个小时左右的汽
车，才到了女儿女婿的家。

火车上的年夜饭。
火车上的年夜饭。
网友小王提供
挺浓的。
”

这顿年夜饭
得和父母一起吃
“下午陪完父母，立马赶路
去江苏陪女儿和外孙，年三十都
奔波在路上了。”年三十晚上，
54 岁的漯河人王宏伟，在去江
苏省常州市的路上发了一条微信
朋友圈。
王宏伟的独生女儿，大学毕
业后和大学同学相恋，小两口结
婚后定居在常州。王宏伟和丈夫
两个人，因为思念女儿所以也在
常州买了房，和女儿成了邻居。
不久前，女儿生了个女孩，老两
口就又多了一份牵挂。
春节前，王宏伟夫妇思念家
中年迈的父母，提前半个月就回
到了漯河。“俺妈喜欢吃汤圆，
俺带回来可多俺闺女婆家做的青
团和年糕，还带了点常州的特
产。”王宏伟说，每次从常州回
漯河，车子的后备箱都是满满
的。去常州的时候，又是一后备
箱女儿爱吃的家乡特产。

天然气泄漏，
有关部门迅速处置

旅游+团圆
全家聚海南
“你看我穿的什么？海南这
边 20 多度啊！”正在和丈夫李云
涛视频的郭彩霞，不时让丈夫看
自己身上穿的短袖。
几年前，去海南过年刚成为
北方人的时尚时，郭彩霞和丈夫
李云涛就带着全家去海南过了一
次年，年三十在海南吃的团圆
饭。“我们当时一下子就喜欢上
了这个风景如画、冬季温暖如春
的地方。后来又连续去了几年，
下定决心在海南置了房，这两年
过年都是全家人一起去海南过
年。”大年二十九，李云涛还在
单位上班，郭彩霞已经和家人到
了海南，开始春节假期。李云涛
也已经提前预订了飞机票，年三
十下午就能到海南和家人团聚。
李云涛、郭彩霞夫妇，准备在年
三十晚上在海南和家人一起吃年
夜饭。
“我爸妈都八九十岁了，冬
天漯河这边冷，每年咱们这儿的
天一冷，他俩就去海南过冬。”
郭彩霞告诉记者，“只是换了个
地方，一家人还是这一家人，跟
在家过年没区别。海南冬天暖
和，还有海，我能趁放假带着爸
妈放松放松。
”

正月初六 我市迎来首个出行高峰
本报讯 （记者 杨 光） 2 月
10 日是农历正月初六，七天春
节长假的最后一天，我市也迎来
春运返程的小高峰。
2 月 10 日上午，漯河火车站
广场人头攒动，排队取票和候车
的旅客明显增多。记者了解到，
从漯河火车站出发的旅客以南下
为主。截至 2 月 10 日晚上 6 点，
当天漯河火车站发送旅客 24228
人次，漯河西站发送旅客 10468
人次。从 2 月 9 日开始，漯河火
车站增加了两趟漯河至广州的临
时客车，以缓解春运压力。
2 月 10 日下午，漯河火车站
广场附近依然人多车多，带着行
李出行的人络绎不绝。这也导致
火车站附近的道路发生短暂拥
堵。火车站售票厅自助取票机
前，也排气起长队。

楼顶热水器掉落 砸断燃气管道

掉落的太阳能热水器。
掉落的太阳能热水器
。
本报讯 （记者 王 辉）
2 月 7 日 ， 市 区 五 一 路 526
号院 1 单元楼顶的一个太阳
能热水器从六楼楼顶掉落，
砸断了架设在外墙上的燃气
管道，造成天然气泄漏。公
安、消防、燃气等部门迅速
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和其
他财产损失。
2 月 7 日上午 9 点多，
记者赶到现场时，民警、消
防人员和燃气部门的抢修人
员正在紧急处置。民警在现
场设置警戒线，疏散居民。
消防人员也是严阵以待。
五一路 526 号院是一个
老旧小区，1 单元是一栋临
街楼，共有六层。由于是春
节，楼上的住户不多。现场
能闻到一股燃气味道。
“我们已经把燃气管道
的总阀门关掉了，不会再有
燃气往外泄漏了。”现场的
燃气抢修人员告诉记者，他
们接到居民拨打的求助电话
后，不敢耽搁，几分钟就赶
到了现场进行处置。
燃气管道泄漏点位于二
楼和三楼外墙之间靠北的位
置，管道上有一圈小裂缝。
“啊呀，真是好险啊！”
5 楼住户贾女士说，2 月 7 日
早上 8 点多，她起床开门，
闻见一股浓重的燃气味道。
“不好！哪里燃气泄漏
了？”贾女士说，当时她心

本报记者 王 辉 摄
里一阵紧张，赶紧通知家人
和左邻右舍。随后，大家发
现是户外的燃气管道泄漏
了，一边往楼下转移，一边
拨打 110、119 和燃气抢修
电话。
据警方人士介绍，楼顶
的一个太阳能热水器坠落，
砸断燃气管道造成了天然气
泄漏。
记者在现场看到，架设
在外墙上的燃气管道距离楼
顶有十几米，管道上可以看
到几处被太阳能热水器砸中
后留下的痕迹。太阳能热水
器落在 1 单元楼前的小院子
里。支撑太阳能热水器的架
子也落了下来，各种碎片散
落一地。“凌晨时分，听到
屋外传来几声‘咣当’响，
当时睡得迷迷糊糊的，具体
时间也没看，没想到是这样
一个庞然大物掉下来了。”
几位居民说，险情处置后，
大家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记者了解到，2 月 7 日
下午，燃气部门的抢修人员
对破损的管道进行了整修，
燃气供应恢复正常。

曝 光 台
漯河火车站广场人头攒动。
漯河火车站广场人头攒动
。
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旅客，
得知旅客中外出务工人员占了很
大比例，其中以去南方的居多。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在广州打工的张先生，带着妻子
和一岁多的儿子一起去广州。他
告诉记者，孩子留在家里不放
心，带在身边方便照顾。
漯河火车站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从正月初五起外出旅客就开
始增多，正月初六算是一个出行
小高峰。今后几天，从漯河火车
站上车的旅客将会越来越多。

春节假期，
春节假期
，不文明的行为时有发生
不文明的行为时有发生。
。图为
一名家长为坐在雕像上的孩子拍照。
一名家长为坐在雕像上的孩子拍照。
本报记者 齐 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