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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时代”，效率退化

2008 年春晚的小品《开锁》中，

被各种证件折腾得崩溃的黄宏大

喊：“我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能证明

是我自己？”

你能证明你自己，但没证件，买

不了票。

自 6 月 1 日起施行的动车票实

名制，又让公众集体进入“证时代”，

如果你想顺利出行，那么身份证、户

口本、学生证等几十类证件，你必须

选择一种带在身边。

2 日上午 10 点半，张凯一脸疲

惫的走出潍坊火车站候车大厅，因

为没有买到去济南的动车票，他和

媳妇以及两岁的儿子只能选择坐汽

车去串门了。此前，没带身份证的他

怀揣一张工作证排到购票队伍中，

但一个小时以后，售票窗口的工作

人员告诉他，这个证不能买票。

“我这个也能证明我身份吧？”

张凯有点不相信。“不行，这个证件

无效！”售票员摇了摇头。

“你能不能帮个忙，我也算是铁

路上的职工。”作为火车上的一名售

货员，张凯想着自己人怎么着也该

通融一下。“你还是再想其他办法

吧。”售票员仍然微笑着摇了摇头。

“工作证有印章，有照片，这还

不行？”张凯展示出自己的证件，证

件类似户口本大小，上面是他的个

人照片，出具方是青岛铁路通达实

业总公司。

他说自己掏钱买票，既不是占

人便宜，又非犯罪嫌疑人，还持有工

作证件，铁路部门不让上车确实有

点不近人情了。

谈起实名制火车票，在潍坊工

作的宋常伟觉得自己首次购买实名

票的经历更加让人觉得憋屈。

2 日上午，宋常伟不到十点就

来到了潍坊火车站的售票厅准备买

票。由于女朋友的身份证不在身边，

手上只有写有女朋友身份证和姓名

的一张白纸，他不确定这样能不能

买到动车票。

为了避免浪费时间，宋常伟决

定先问一下问询处的工作人员是否

能够买到女朋友的车票，或者能否

办理临时证件。

不知是宋常伟自己没说清楚，

还是工作人员没有听清楚，当时听

到的回答是“可以购票”。

宋常伟立刻加入了长长的购票

队伍。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他终于

挨到窗口。然而，窗口里面的售票员

却告诉他仅凭这样的一张纸，并不

能为他的女朋友买到一张动车票。

感到“被耍了”的宋常伟生气

了，他跑到问询处和工作人员理论，

提出“要么让我买上票，要么赔偿我

这一个小时的损失”。

工作人员告诉他，要想买票，只

能等临时制证处的铁路公安人员回

来，为他女友办理一张临时证件。

中午 12 点，宋常伟等到了制证

人员，经过协调，铁路公安人员给宋

常伟外地的女朋友办理了一张临时

证件。而此时，距离他来到售票厅的

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半小时。

实际上，两天以来，在火车站的

临时制证处门口，经常会有人排队

等候，这些旅客的共同之处，就在于

缺少有效证件来证明他确实是他自

己。

全民范围的“消耗战”

如果单从表面上看，动车实名

制仅仅是增加了购票掏证这一个小

小的环节而已，然而，在这背后，确

实全国火车站、警察和公众的一次

联动，要想赢得对黄牛党的战争，巨

大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不可避免。

为了保证实名票的货真价实，

旅客购买实名票进站以后，铁路工

作人员都要对排队等候的乘客的证

件和车票进行一一查验，对于潍坊

火车站来说，这是个不小的工作量。

据火车站方面统计，发车高峰

期，一个小时内有至少五六趟动车

发车，等待上车的旅客可达一千多

人，要在一个钟头内将这一千多人

的证件和车票一一查验，工作难度

可想而知。

而随着 7 月 1 日，全国铁路实

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经过潍坊的动

车可能超过普通列车，如何应对实

名制下的动车检票环节，也成了目

前铁路部门的难题之一。

仅仅在 2 日上午 11 点左右的

两趟动车，就出现了旅客持印有亲

友名字的车票，学生持请假条购票、

组团买票身份证号码混淆、两人先

后买票互相拿错车票的情况。

为了应对突发状况，火车站只

能请来铁路公安帮忙，为了帮忙验

票，铁路公安每个班次加了一个警

员，而且还有领导值班。

2 日当天，一位姓陈的警官被

安排帮班，从中午 12 点到晚上 9

点，第二天还要继续执勤，早上 8 点

到下午 6 点。他感叹，一次验票最多

要面临几百个旅客，单单是查验身

份证就够让人头疼了，况且还要帮

一些粗心旅客解决上车问题。

一位姓崔的警长当天就遇到一

个年轻男子手持一张写有身份证号

码的纸条，要求购票，在遭到拒绝

后，该男子竟高声质问其是否是共

产党员，怎么不为人民服务。这个问

题让崔警长哭笑不得，“仅凭一个号

码，你说我怎么给他办？”

对于铁路公安来说，本来的职

责应该是三品治安和刑事防范为

主，但现在，有了实名制车票之后，

他们又增加一项新任务，那就是查

票验票，有警员说，这让他们的工作

量几乎是翻了一番。

而对普通公众来说，要想坐上

动车，那就要付出比之前多很多的

时间成本。动车票实名制以后，在整

个潍坊地区，济南铁路局一共只授

权了 11 家代售点销售动车票，许多

旅行社和其他社会代售点都已买不

到动车票，许多小区的居民只能亲

自到火车站排队。

因为实名制，旅行社的组团游

可能“难产”，原本被市场看好的动

车线路可能因此而风光不再。过去

旅行社操作动车游都是采取的“先

购票、后卖线路”的操作模式，而实

名制执行后，旅行社必须改成“先卖

线路、后购票”。

随之消失的还有订票业务，曾

经有些单位推出的电话和网上订票

业务，因为“刷身份证”的要求而停

止运行，对于习惯了订票的经常出

差的商旅人士来说，恐怕还要慢慢

适应排队购票的生活。

更为严重的是，因为严格的一

票一证制度，每名乘客都是实名购

票、乘车，所以规定一张有效身份证

件只能购买同一日期、车次、车站的

一张车票。实名制车票丢失后，鉴于

上述规定，乘客就没法再次购买相

同日期、车次、车站的车票，丢失的

车票作废，只能再买一张其他车次

的动车票。

这一担忧得到了潍坊火车站方

面的确认，目前旅客如果丢失实名

动车票，将不能办理退票业务，也不

能补回相同车次的动车票。

“敢死”未必能“杀敌”

轰轰烈烈的“实名制”如同敢死

队员，在全国大地前赴后继，不怕麻

烦，勇于牺牲，几乎酷似一场“自杀

式袭击”。

但是，动车实名制真能挡得住
“黄牛”吗？

在一个网站举行的意见征集

中，网名“嘟嘟鱼”就认为，火车票的

实名制跟飞机票一样，并不能完全

杜绝票贩子的倒票行为，因为票贩

子仍然可以搜集身份证号码倒票。

一位网民还晒出自己的经历，

证明 5 月 24 日他电话购票预订 10

天后从广东到武汉的高铁却被告知

车票已售完，但听说黄牛拨打电话

还是可能定到票。

对此，铁道部门的应对政策是，

如果旅客所持的车票、有效身份证

件与本人不一致，或没有携带有效

身份证件原件的，不允许进站乘车，

必须到车站铁路公安制证口办理临

时身份证明，或者经铁路公安部门

核实身份后，才能进站乘车。

但是事实证明，这道屏障并不
稳固。在 2 日上午的潍坊火车站二

楼大厅上，至少有十位旅客存在未

带身份证，或车票与身份证不符等

各种情况的违规乘车。

最让人惊异的是，一名上海旅

客竟然只拿一张学校的请假条来坐

车，警察上前询问时，才知道他是用

母亲的身份证购票。这位旅客告诉

警察，户口本远在上海的家中，自己

又不满 16 周岁，没有身份证，而因

为跨区域借读，学校又不能办理学

生证，只能拿着假条当身份证明。

最终，在铁路公安的协调下，这

位旅客和其他一些旅客在留下身份

信息后，顺利的赶上火车。

在这件事情上，所有的检票人

员似乎都心照不宣的达成了一致的

默契，只要是花钱买的票，只要其人

并无危害公共治安的举动，一般都

会在一番检查之后放行。毕竟都是

父老乡亲，谁也不会将一脸着急的

旅客硬生生挡在车门外。

但仍有旅客认为，这样的同情
值得赞赏，但事情总有两面性，如此

宽容的放行，如果拿到春运的背景

下，在“无论如何也要回家”的急迫

心情下，又有多少警力等够把旅客

的证件和车票一一查验，即使查出
来，又能够挡下多少人？

如果验票这一关把不严，对于

神通广大的黄牛党们来说，无非就

是借几个身份证购票，车票实名制，

仅仅是多了一道手续而已。

就在刚刚实行了两天的实名动

车票仍在艰难落地之时，铁道部新

闻发言人日前又表示，在全国铁路

的动车组实行火车票实名制，可以

看作是春运期间部分车站火车票实

名制试点的扩大。今后，铁路部门将

适应旅客群众的要求，根据铁路自

身的实际情况，逐步推广火车票实

名制。

对于中国这个铁路运输大国来

说，如果实名制完全铺开，那么全体

公众大约都要集体来承担因此造成
的各种成本。如何保证普通车票的

实名落地，不像动车实名制这样充

满仓促性和随意性，值得铁路部门

再多花点心思了。

实名票，

割了手的
“宰牛”刀

文/本报记者 宋昊阳 庄文石

6 月 1 日，在全国各地

的火车站，一场针对黄牛党

的战争正式开打——— 刚刚

落地的实名制动车票，被各

地铁路部门当作“杀手锏”，

寄予了“宰牛”厚望。

但两日来，无证不能买

票，借证又难以上车的窘

境，开始让人们体验到“实

名票”时代的出行难，公众

突然发现，这把“刀”能不能

“宰牛”尚属未知，但已经划

破自己的手了。

尚未伤敌，自残三千。

出来“宰牛”，也是要还的。

这一点，做的人不知，看的

人摇头。

动车实名，效果还没显现，问题已露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