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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班4名四川籍同学“中票”
特色邮筒可以寄出纪念明信片

首发当天，西成高铁两趟商报专列也同日
发出。首先出发的是商报“来耍成都”专列（西
安到成都）。在西安当地，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
专业学习交流的4名四川籍同学都获得了此次
商报“来耍成都”专列的乘坐资格。

作为四川的小伙伴，4名同学一直是商报的
用户粉丝，“这一次看到这个活动，我们赶紧报
名了，幸运的是4个都抽中了！”带上西安当地的
土特产，背上书包，4个学生回四川给家里人带
去惊喜。同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还有张
小姐。在成都工作了2年，现在在西安工作的张
小姐对于天府之国始终难以忘怀。“在成都，有
很多我牵挂的好朋友，之前就说西成高铁开通
后去看看，这次通过商报专列终于有机会了。”。

在候车厅现场，还贴心地设立了寄送明信片
的邮筒，邮箱上贴着：“西成高铁开通邮筒”。在西
成高铁开通首日，乘客可以将有纪念意义的明信
片通过邮筒寄送的形式赠送给远方的亲友。

第一波福利来自于候车厅，京东为西成高
铁商报专列的用户准备了300份京东美食包，
凭借动车票可以免费领取。美食包内随机放入
了西安、成都两地美食，西安擀面皮、软香酥、
西凤酒，成都方便火锅、辣子面、豆瓣酱等，得
到现场乘客的点赞。

九尺板鸭、方便火锅 美食一路吃不停

上午9点30分，商报“来耍成都”专列从西安
北站鸣笛出发。此趟商报专列共设立了8个特色
主题车厢：高新车厢、金牛车厢、武侯车厢、新都
车厢、简阳车厢、彭州车厢、京东车厢、蓝光车
厢。每一列车厢都有独具一格的装扮，在对应车
厢的行李架下、座椅后的置物袋上，都有明显的
车厢标志。在京东美食车厢内，用当下最流行
的“battle 体”装扮：“唯怡豆奶，在所有四川人
心中，那是神的存在。”“辣得地道，麻得鲜香，
川西坝子，红油喝光。”“国花瓷酿一樽酒，西凤
满溢十年醉。”武侯车厢座椅后面，还有萌萌哒
的诸葛亮卡通形象。

在西成高铁13号餐车车厢，可以看到缩小
版的动妹儿卡通玩偶，和缩小版和谐号模型，乘
客也可以直接购买。到了中午为大家准备的午
宴套餐，价格从15元到65元不等，黑胡椒牛排
套餐、酱椒排骨套餐等，满足不同乘客的不同口
味，在最便宜的15元套餐中，还准备了狮子头。

每一个车厢，还为大家准备了不一样的礼
品和福利，这些礼品福利也在列车上挨个发
送。高新车厢为乘客们准备了精美纪念品；金
牛车厢为乘客们准备了熊猫彩铅和笔记本；武
侯车厢为乘客们准备了泡菜水；新都车厢为乘
客们准备了桂花糕和姜糖；简阳车厢为乘客们
准备了速冻羊肉汤；彭州车厢为乘客们准备了
特色九尺板鸭；京东车厢准备了西安、成都两
地的美食大礼包。临到饭点时，车厢内也变成
了火锅的天堂，到处弥漫着方便火锅的香味。

商报专列上 最小乘客宝宝仅有15天

此次商报专列上还有一位90后“火车迷”。
从14岁独自一人从陕北坐火车到新疆库尔勒
开始，90后小靳就被火车魅力所折服。听到西
成高铁开通，得知商报专列的免费乘坐机会，
小靳第一时间报名，希望感受高铁的魅力。

在简阳车厢上，有一位年龄最小的乘客，
不足月只有15天。这位小宝宝也是目前已知的
西成高铁首发列车上的最小乘客。母亲胡女士
就是四川人，在西安上班了一年，这次和一家
人乘坐西成高铁回德阳老家坐月子，感受舒适
与温暖的高铁服务。

恋人陈小姐和韩先生两人在学校认识，陈
小姐在西安生活，而韩先生老家在成都，每次
韩先生回老家，两人的地理距离间隔上千公
里。偶然看到商报专列的活动，韩先生赶紧通
知陈小姐一起报名，这一次，两人一起乘坐西
成高铁商报专列回成都，见男方父母。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迎客有特色：
专列专票耍成都

欢迎西安游客来成都耍，成都商报开
通了“来耍成都”专列，成都六区（市）县联
合成都商报，在西成高铁“来耍成都”（西
安-成都）专列上，向远道而来的客人提供
区（市）县特色车厢的免费座位，并随车赠
送简阳羊肉汤礼包、京东美食大礼包、“香
城福袋”等富有成都特色的礼物。

成都市旅游局党组书记罗建民、成都
市商务委机关党委书记秦臻、成都市文广
新局巡视员陈立志、成都铁路文化传媒总
公司董事长徐兴福等相关部门领导组成
的“迎客团”，为西安游客朋友精心准备了
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并代表1600多万成
都市民向西安游客代表赠送了具有成都
特色的礼物：可爱的熊猫人偶和精品蜀
绣。在现场，成都市旅游局党组书记罗建
民向现场游客发出邀请，作为西安人的
他，用一口亲切的老陕话开场，一下子拉
近了与游客的距离。

此外，现场还有萌萌的熊猫人偶喜迎
外地游客，各类成都旅游导览、地图，方便
大家玩转成都，四川特色的茶艺演出和川
剧表演更是嗨翻全场。

福利发不停：
免费骑行月卡、共享充电宝等

“过节耍成都”第二季活动全面升级，
13大互联网平台联动“耍成都”首次上线，

“过节耍成都”签约互联网合作伙伴、品牌
企业将通过VR版熊猫护照引领“耍成
都”，共同推出定制版支付红包、滴滴出行
红包、携程特价门票、小猪短租特价民宿、
饿了么优惠券。在欢迎仪式现场，独具成

都特色的“熊猫版”摩拜单车、GoFun共享
汽车也和大家见面，为西安游客提供免费
骑行月卡、用车优惠。

不仅如此，为给外地游客更贴心的旅
游体验，过节耍成都携手来电科技将共享
充电宝送上西成高铁首发专列蓝光车厢，
让旅客在旅途中畅享4G网络，再也不用担
心手机电量不足。

“过节耍成都”第二季获得四川易
想-Google AdWords体验中心运营方的
大力支持，在国际上展示成都的城市形
象，让国外朋友也能体验到成都。

除了各大互联网平台的重磅福利以
外，金沙博遗址物馆也向广大的外地游客
提供了600张门票，随机赠送给乘坐首发
专列来到成都的游客。

成都作为天府之国、美食之都，成都
市烹饪协会和四川省成都市饮食公司为
西安游客提供更多专项福利，在成都市内
龙抄手总店（春熙路）、夫妻肺片总店（总
府路）、陈麻婆豆腐一店（玉龙街）、钟水饺
店（人民公园）、盘飧市（华兴街）、赖汤圆
店（总府路）、陈麻婆豆腐旗舰店（青华
路）、带江草堂邹鲢鱼（西安北路）等八家
中华老字号，西安游客凭身份证均可享受
餐费95折优惠，让本次来到成都的西安客
人吃得尽兴、耍得安逸！

通过“过节耍成都”的系列活动，邀请
全国人们“专车专列耍成都”，通过“川菜
大师高校巡展”将成都美食推向全国，通
过谷歌、支付宝、京东、摩拜单车、高德地
图、ofo、携程、滴滴、GoFun、饿了么、小猪
短租、58同城、苏宁13个互联网合作伙伴，
通过本地的楼宇、餐饮、零售和烹饪协会、
品牌企业为全国人民提供丰富多样的耍
成都内容。1600万成都人民欢迎来自西安
的客人！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成都很温暖，我现在要去吃正宗的
成都火锅啦……”昨日下午12时53分左
右，搭乘西成高铁前来成都的首批游客抵
达成都东站。随着首批旅游团的抵达，成
都与西安间的旅游产品和价格也出现了
变化，5日游的价格在2000元左右，比过去
便宜近四成。

“现在起步是三日游，还有五日游和
八日游，5日游价格在2000元左右，3日游
基本1000元就能搞定。”从西安带团到成

都的旅行社领队韩骏峰说，团费比过去
飞机时代下降了约40%左右，“生意特别
好，12月10日之前的旅行团基本已经满
客”。四川省旅发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迎接西安游客的到来，四川沿线各
地还有不同的欢迎西成高铁乘客的举
措：绵阳赠送旅游头巾；广元蜀润酒店凭
到广元任意站的高铁票或广元景区门票
3日内享优惠等。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坐高铁来成都耍，硬是巴适
成都商报昨日两场视频直播西成高铁开通，总观看量达到223.4万人次

昨日，中国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速铁路西成高
铁全线开通运营。此次西成高铁商报专列开通，
成都商报分为上午和下午两场进行视频直播，上
午的直播内容包括西成高铁首发以及商报专列
的沿途直播，下午的直播内容包括商报专列到
达、欢迎仪式以及带西安游客玩成都。

通过成都商报客户端、成都商报微博、成都
商报一直播、人民日报、网易新闻、腾讯新闻、今
日头条、凤凰新闻、新浪新闻、北京时间等多个视
频直播主流平台同步直播，两场直播总观看量达
到223.4万人次。

家乡老陕话“吆喝请客”：

“欢迎来自西安的老乡！”
“过节耍成都·西成高铁首发欢迎仪式”落幕
1600万成都市民欢迎来自西安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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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游价格降四成！
12月10日前西安发往成都旅行团已基本满客

兴奋>
成都90岁婆婆去西安

早晨5点，90岁的郑婆婆已经醒了
第2次了。今天，对郑婆婆来说意义重
大——期盼已久的西成高铁终于首
发，嫁到西安的女儿邓女士早早地抢
到了第一班列车，准备带着郑婆婆一
起看看火车那头的风景。

昨日上午，邓女士和母亲背着两
大包行李一早就来到成都东客站。至
于到达西安第一件事情，邓女士早就
已经想好了——她准备带着母亲，去
尝尝地道的西安肉夹馍。

乡愁>
西安媳妇坐高铁回家了

来自西安的康女士也是昨日西成
高铁成都出发的首班列车乘客。谈起
成都和西安，康女士觉得自己与这两
座城市的缘分颇深——由于父亲工作
原因，西安出生的康女士从小就来往
于两地，也见证了交通工具的变迁。

“小时候，我们是乘坐绿皮车来成
都，当时一趟就要十几个小时。”康女
士回忆道，后来火车提速了，时间缩短
至10小时左右，再加上飞机航线的开
通，来往两地的交通更加便捷。“火车4
个小时就能飙拢，简直太安逸了。”能
讲流利四川话的康女士在回家的首班
列车上，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见证，回家。

振奋>
设计者：我的图纸成真了

在西成高铁首班列车上，还留下了
这一群人的身影——作为列车设计、轨
道铺建和桥梁建设者，每趟列车的一点
一滴，都留下了他们努力的印记。

中铁二院的王先生正是其中一名
建设者。作为西成高铁四川段桥梁设
计工程师，乘坐首班列车的他显得有
些激动。“看到自己的图纸变成了现
实，感到很自豪。”

自豪>
为保证乘客安全
早晨5点就到东客站

19号站台上，一直有身着深色制
服的乘务员忙碌的身影，此外，灰色制
服的安保人员和身着志愿者玩偶的铁
路工作者，也是西成高铁顺利运行的
背后保护者。“我们早上5点多就到东
客站了，主要是为了保证乘客的安全，
让大家都能有序上车。”一位安保人员
告诉记者。随着列车出发，身着黄色志
愿者玩偶服装的工作人员也脱下了头
套。“早上7点，我就穿上这身衣服，不
过一点也不觉得辛苦。”这位工作人员
表示，“作为铁路工作者，不仅能为乘
客提供快乐，同时能够参与见证西成
高铁的开通，我感到很自豪！”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邹悦

12月6日，成都东客站的19号站
台成了真正的“网红”——作为今天西
成高铁的首发车站，这里迎来了一大
波乘客和媒体。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
照留念，要将19号站台发至朋友圈，
定格在这一首发时刻。

中午12点53分，随着西安出发的
D4251次动车组列车驶进19号站台，
这里俨然又成为一场“成都发布会”。
来自西安的旅客刚下车，就受到“熊猫
人”的热情欢迎。成都东客站19号站
台昨日记录下来来往往的细节和故
事，汇聚成一幅“西成表情包”。

坐高铁咯！

最小乘客是一位出生15天的小宝宝
陶轲 摄

京东车厢乘客得到的礼盒 陶轲 摄

庆祝西成高铁开通，邮局出售的首日封
王天志 摄

“欢迎来自西安的老乡！”昨天下午，刚刚从西安到达成都的游客们在成都东客站听
到一口流利的陕西话，说话的是成都市旅游局党组书记罗建民。罗建民本人正是陕西西
安人，开口就是亲切的老陕话，博得阵阵掌声。

西成高铁商报专列，作为此次“过节耍成都”的重要活动，在西成高铁商报“来耍成
都”专列（西安到成都）列车到达成都后，为外地游客准备的欢迎仪式已经蓄势待发。

当天下午2点，由成都市商务委、成都市旅游局、成都市文广新局主办的“过节耍成
都·西成高铁首发欢迎仪式”在成都东客站隆重举行，近百名西安游客参与活动。

一名川剧演员表演变脸 王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