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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火车票开售 电子票覆盖高铁

预计发送旅客4.4亿人次

在40天春运期内，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

客4.4亿人次，同比增加3257万人次，增长8%，

日均发送旅客1100万人次，节前学生流、务工

流、探亲流高度重叠，客流相对集中，节后客

流相对平缓。

铁路部门安排节前每日开行旅客列车

5275对，运输能力达到1010万人；节后每日开

行旅客列车5410对，运输能力达到1043万人。

近年，虽然增速相对放缓，但春运期间我

国铁路发送旅客总量稳步增长。据介绍，

2017-2019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分别为

3.56亿人次、3.9亿人次、4.1亿人次，同比分别

增长9.7%、8.8%、8.3%。

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线，为春运旅客增量

提供了条件。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

路网规模不断扩充完善，春运运输能力进一

步提升。至2019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

到13.9万公里，其中高铁3.5万公里，中国铁路

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

铁网。

春运前，郑渝高铁郑襄段、成贵高铁、郑

阜高铁、京张高铁、张大高铁、张呼高铁张家

口至乌兰察布段、汉十高铁、日兰高铁日曲

段、京港高铁商合段和昌赣段等多条高铁新

线陆续开通运营，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越

织越密，将极大提升2020年春运运输能力。

“特别是山东临沂、江西赣州、安徽阜阳、

贵州毕节等多个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首次开

通高铁，大大方便了沿线人民群众出行。”该

负责人表示，2020年春运，铁路部门投用动车

组总量将达到3497标准组（每个标准组8辆），

同比增加212组，春运动车组发送旅客比例预

计达到63%以上。

扩大电子客票应用范围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为做好2020年铁

路春运工作，国铁集团电子客票服务的推出，

成为今年出行新亮点。

据了解，铁路部门进一步升级扩容铁

路12306售票系统，使系统日稳定售票能力

从1500万张提高到2000万张；扩大既有高

铁干线和城际铁路电子客票应用范围，新

建高铁线路随开通运营同步实施电子客

票，实现电子客票在全国高铁线路的基本

覆盖，让广大旅客购票取票、验票乘车更加

方便快捷；候补购票服务由部分旅客列车

推广至所有旅客列车，为旅客提供更好的

购票服务体验。

该负责人表示，让春运更加平安有序温

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铁路部门将根据客

流变化，适时调配运力，增开旅客列车。

2018年国铁集团董事长陆东福宣布:电

子客票将于2019年在全国全面推广。

实际上，电子客票最早于2018年11月在

海南环岛高铁试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

年11月11日，年内全国共增设103座电子客票

试点车站，涉及山东、上海、江苏、四川、重庆、

云南、广东、广西八地。

11月12日，长三角铁路第一批45座车站

正式启动电子客票应用推广，涉及江苏、浙

江、安徽三地。11月20日又启动第二批电子

客票应用推广工作，上海虹桥、松江南、金山

北等48座车站也告别纸质车票。另外，京雄

城际铁路北京西至大兴机场段已全面推行

电子客票。

11月26日零时起，京沪高铁线北京铁路

局管内北京南至德州东段间北京南、天津西、

廊坊、天津南、沧州西、德州东6个站试点实施

电子客票业务。

从去年提出推广目标，到今年底全面推

行，电子客票的推广为何不是一步到位？交通

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坦言，由于

售票系统的建设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个过

程中，车站、运输企业的互动不似以往传统的

互动方式，需要一定的技术衔接，因此电子客

票需要一批批地推行，这也能给一些车站缓

冲时间，有助于后续具备条件的车站持续加

入，慢慢扩容。

“很多地方目前推行电子客票的阻力主

要在于信息化普及水平不高。我们强调的信

息化，不是简单地具备手机、电脑这样的终端

就能实现，其中还包括信号基站等相关基础

设施的建设。”张柱庭直言电子客票在全国推

行的难点。

增开夜间动车组列车

铁路客运的结构性矛盾，集中体现在节

假日出行方面，其中春运期间尤甚。前述负责

人指出，2020年国铁集团深化铁路运输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客流集中地区运能紧张状况

极大缓解。

具体来看，发挥全路“一盘棋”运输组织

优势，统筹各地区运输需求，科学合理用好铁

路运力资源，最大限度释放运输效能。

节前北京、广深、沪宁杭等客流集中地区

运力进一步提升，每日可分别开行跨局旅客

列车457、482、459列，同比增加43、17、24列；

节后成渝、南昌、武汉等地区运力有效提升，

每日可分别开行跨局旅客列车302、119、232

列，同比增加45、8、15列。

值得关注的是，铁路部门还将增开夜间

动车组列车，发挥高铁主干线运输优势。创

新运输组织，在高铁繁忙干线安排开行夜间

动车组列车共157.5对，同比增加52对，增长

50%，其中广州与武汉间增加12对，广州与

成都间增加5对，上海与郑州、西安间增加8

对，上海与武汉间增加3对，上海与湖南间增

加4对。

夜间高铁，一般是指夜间零点以后还在

高铁线路上运行的动车组，其运输组织形式

与夕发朝至的高铁动卧列车类似，是客流高

峰期为了加速旅客运输，铁路部门临时采取

的一种增加运力的方式。

为迎战春运客流高峰，我国铁路部门增

开夜间高铁可追溯至2018年春运。据媒体报

道，2018年广铁集团从2月7日晚间起开行夜

间高铁，当年春运节前广铁计划开行304列夜

间高铁；北京南站首次加开9趟去往东北方向

的夜间高铁，在春运的特殊时期，北京南站的

“开门”时间达到22小时。

而在“慢火车”的服务方面，实施普速站

车达标提质专项行动，继续开好“慢火车”，

努力方便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适

应旅客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开好81对公益

性“慢火车”，加大投入改善站车服务设备设

施，实施普速站车达标提质专项行动，统筹

兼顾非客流集中方向列车开行，为革命老

区、贫困地区、边远山区人民群众春运出行

提供便利。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彭慧

春运， 作为一年一度人口转移高

潮期， 除了昭示着一场盛大的人口流

动， 也让铁路部门的出行服务成为社

会各界关注的热点。2020年春运火车

票于2019年12月12日开始发售。国铁

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12月11日介绍，

2020年铁路春运自1月10日开始，2月

18日结束，共40天，节前15天，节后25

天。增开夜间班列、陆续推出电子客票

等服务， 为铁路部门改善乘客出行体

验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北京商报讯 （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吕
银玲）12月11日，一份国家电网公司发布
的文件《泛在电力物联网2020年重点建设

任务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引发关注，

文件显示，2020年是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

“三年攻坚”的突破年，对如期完成“初步

建设泛在电力物联网”的目标至关重要。

国网将重点开展能源生态、客户服务、生

产运行、经营管理、企业中台、智慧物联、

基础支撑、技术研究八个方向40项重点建

设任务。

北京商报记者从国网内部人士处证

实，《大纲》文件已于12月2日下发。文件指

出，在能源生态方面，国网将重点围绕源

网荷储协同互动，进一步开展精准负荷控

制、现货交易、需求响应、有序用电、用能

优化等各类可调负荷参与机制研究和试

点验证，完成源网荷储多元协调的泛在调

度控制、客户侧源网荷储协同服务等11项

任务。

在生产运行方面，全面提升电网规划、

建设、运行、检修等环节的安全经济、精益

高效和协同互动水平。完成新一代调度自

动化系统建设应用、网上电网建设应用以

及基建全过程综合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3

项任务。

“简单来说，泛在电力物联网，就是指

造就一种智慧电能的管理系统，对过去传

统的电力系统在信息感知、智能用电方面

做一些提升，能够在电源侧、电网侧、需求

侧有一些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的管理提升。”

华北电力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管理研究中心

主任牛东晓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

牛东晓举例称，泛在电力物联网可以

更好地提供电源侧电能输送的优化方案、

各种能源的优化选择，在电网侧可以在大

数据的基础上对其运行状态进行感知和智

能监控，无论是发电侧还是需求侧设备的

状态，它都可以发现并进行一些调整和智

能检修。

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泛在电力物联

网能够提供更方便、舒适的用能体验。牛东

晓表示，泛在电力物联网可以通过信息感

知提供企业或家庭用电设备的状况和优化

用能的方案，提供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机

会。“比如指导充电汽车什么时候充电、什

么时候放电，通过调节空调温度、调整家庭

灯光亮度，进行居民的智慧家居管理，提供

更舒适的生活。”

据了解，泛在电力物联网已成为国网

公司未来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今年初，国

网发布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大纲，对建设

泛在电力物联网作出全面部署安排，加快

推进“三型两网、世界一流”战略落地实施；

10月14日，国网发布《泛在电力物联网白

皮书2019》（以下简称《白皮书》），提出将

分两个阶段建设泛在电力物联网，到2024

年建成，实现电力系统各环节万物互联、人

机交互，形成“数据一个源、电网一张图、业

务一条线”。

《白皮书》指出，2019年是泛在电力物

联网建设“三年攻坚”战略突破期的开局之

年。今年，国网在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方面

作了多方面尝试，根据国网公开数据，截至

今年10月底，通过泛在电力物联网在用户

服务方面的建设，国网停电分析到户率达

到95%以上，精准推送停电信息5000余万

条，减少停电报修电话14.5%，提升了服务

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11月22日，国网系统

内部下发通知，将严格控制投资，其投资方

向也将向泛在电力物联网方面倾斜。根据

《大纲》，未来，国网还将推进5G、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用化，在相应领域形

成具有显著成效且具备推广条件的典型应

用，发布泛在电力物联网初步建成评价标

准，研究建设与运营关键问题。具体包括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5G建设及试点应用、泛

在电力物联网相关建设运营机制研究等5

项任务。

海外爆红，让视频博主李子柒进入了更
多人的视野，也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做粥从种稻子开始，酿酱油从种黄豆开
始，缫丝刺绣、竹制沙发、活字印刷……在近
四年发布的长长短短的视频中，一袭古装的
李子柒似乎无所不能。山风轻抚，泉水叮咚，
天然宁静的画面和她的劳作，一同构筑了屏
幕另一端的观看者们所向往的生活。

“把生活过成诗”的李子柒，近两年的作
品在国内全网播放量就已经以十亿计。只不
过，这次跨洋传播，攻陷YouTube后，网红的
标签升格为了“文化输出”。

人红是非多。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质疑者认为， 李子柒不仅营造了一个不真实
的农村， 农村的文化符号也恰恰迎合了西方
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还有论者指责，把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通过一个网红进行娱乐化的表
达，不够庄重和严肃。似乎唯有高铁、5G、移动
支付等新事物才是当下中国的代名词。

当然， 暗许者也不在少数。《光明日报》
12月9日刊文点出：“李子柒的作品不是宏大
叙事，其记录的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
活， 却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而这正是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
价值共识。”

毁之誉之，都逃不过“马后炮”的嫌疑。
将李子柒置于中西文化碰撞的大框架下，某
种程度上也将讨论引上了歧路。抽离围观者
这一身份，聚焦到传播链条的两端，李子柒
现象并不复杂。

对传播者来说，不论是设计好的画面场
景，还是出海YouTube，都逃不过自有的商业
逻辑。在信息爆炸时代，流量是生存法则。但
难能可贵的是，李子柒天然适合视频中的角
色，那双粗糙的手胜过各种“表演”揣测。

对视频的受众而言，第一位的始终是好
看。这里说的好看，不仅仅是种种形式感，
镜头画面、服饰和举止，还包括内在的，通
过视频流淌而出的，治愈人们心灵的，那种
安心妥帖的四时有序，自食其力。这与日本
导演森淳一的《小森林》系列、梭罗那本赫
赫有名的《瓦尔登湖》中流淌出来的力量，
并无二致。

“诗意地，人栖居在大地上。”百年前，荷
尔德林和海德格尔就以此来反抗生活的刻
板化和碎片化。对于21世纪被996掏空的、被
钢筋水泥围困的观看者而言， 李子柒的视
频， 在某个瞬间还原了生活本身该有的样
子，成为诗意栖居的寄托。

不过，藏在李子柒身上矛盾而迷人的隐
喻在于，当静谧的田园生活撞上喧嚣的网络
流量，当农耕文明的自然主义撞上工业乃至
信息时代的消费主义，一个“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故事，被裹挟信息流的光纤传
播到了大洋的另一端。

“我们缺乏新的语言、观点、隐喻，用着
过时的古老的叙事在形容新世界，我们缺乏
讲述世界故事的新方法。” 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说。 在李子柒的叙事
中，我们找到一种可能。

国网确定泛在电力物联网2020年重点任务

2020年开展八个方向40项重点建设任务

到2021年初步建成泛在电力物联网

形成“数据一个源、电网一张图、业务一条线”

到2024年建成泛在电力物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