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期间，记者走进方城县广阳镇新集村

“葫芦烙画村”：小葫芦送来大吉祥
□本报记者 马苏 通讯员 王小玲

铁路部门

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特约记者 赵向阳） 截至 2
月 10 日春运第 21 天，南
阳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
36.2 万人， 其中南阳站累
计发送旅客 17.6 万人。 尽
管南阳站新站房已经启
用， 但是宁西线各趟列车
尚未恢复停靠，受其影响，
该车务段全段客流与去年
同期相比减少约 7%。

昨日是农历正月初
六，节后客流量增长迅速。
当天， 南阳车务段管内 10
个客运站共发送旅客约 4
万人， 其中南阳站发送旅
客约 2 万人。 随着假期接
近尾声，加上“三六九，出
门走”的习俗，铁路部门迎
来节后第一个客流高峰。

为方便旅客进出站，
南阳站在节前开辟两个临
时进站通道， 一个位于地
下一层， 旅客可直接从站
前广场进站， 另一个是站
房北边的匝道， 旅客可直
接进入新站房第一候车
室。 两个临时进站通道的
启用， 大大缓解了火车站
区域的人流压力。 目前，位
于工贸门前的通道仅供旅
客出站使用。

春运期间， 铁路部门
增开了北京、广州、深圳、
郑州等方向的多趟临客。
同时，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
组织方案， 加强春运旅客
运输组织， 并抽调各级管
理人员充实春运一线，确
保客运工作案顺利开展。
与此同时， 南阳站售票厅
21 个售票窗口（包含 8 个
人工窗口机、13 台自助取
票设备）全部开放，随时做
好售、退、改签窗口服务工
作。 据售票系统显示，未来
3 天，开往北京、广州等方
向的临客还有少量余票；
省内郑州、洛阳、商丘等方
向还有少量无座车票；上
海 、杭州、青岛 、长春、成
都、 重庆等方向的车票全
部售罄，连站票都买不到。

最新气象信息显示，近
期南阳将迎来大范围雨雪
天气。 铁路部门预测，如果
降雪持续，将会导致公路客
流向铁路转移，从而给铁路
运输带来一定压力。 目前，
铁路部门已经启动各项应
急预案，并通过增开售票窗
口、加强旅客引导、紧盯安
全卡控等措施，确保旅客旅
程畅通无阻。 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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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机场

节后客流节节攀升
本报讯（记者 曹静雅

通讯员 王 海 音）2 月 11
日，是春运的第 22 天。 南
阳机场计划执行航班超过
17 班次，其中加班 3 班。春
运返程高峰于 2 月 8 日来
临，11 日预计运输旅客仍
在 2700 人左右。 春节 7 天
南阳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超
过 212 班次， 累计运输旅
客超过 2.1 万人次。

从 10 日起， 我市有小
面积降雪， 南阳机场除冰
雪工作准备充分， 航班受
此次降雪影响程度不大。
随着返程高峰的到来，由
南阳出发的航班班班爆
满， 近 3 天由南阳飞往上
海、广州、深圳的航班机票
已售罄； 由外地飞往南阳
的航班尚有折扣机票，其
中广州至南阳、 上海至南

阳、杭州至南阳航班机票最
低 6 折，成都至南阳航班机
票最低 7 折，深圳至南阳航
班机票最低 8 折。

近期，南阳机场客流量
节节攀升，另外由于天气原
因，道路结冰，建议旅客最
好提前出门前往机场，注意
行车安全。乘机时必须出示
有效的身份证件，如居民身
份证、有效护照、军官证、士
兵证、户口簿等。此外，旅客
个人自用的手表、 计算器、
照相机、手机、手提电脑、便
携式摄像机、 充电宝等，都
是内含锂或锂离子电池芯
或电池的便携式电子装置，
应作为手提行李携带登机。

关于航班和出行信息，
旅客可拨打南航服务热线
95539 或登录南航官方网
站咨询。 ③5

春节期间， 记者走进方城
县广阳镇新集村看到， 不少村
民家的阳台上、窗户上、房前屋
后的树上都挂满了葫芦胚。 中
原工学院派驻新集村扶贫第一
书记陈厚民告诉记者：“可别小
看这小小的葫芦， 它们可给新
集村的村民带来了不少收益。
村民们开发出的 7 类葫芦工艺
品， 春节前已经被全国各地的
客商抢购一空。 ”

2018 年， 新集村驻村扶贫
工作队对产业项目进行一次又
一次的筛选， 最终选择了集种
植、加工、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的葫芦产业。 一开始，村民们对
葫芦种植发展颇有疑虑。“好好
的耕地不种庄稼， 种葫芦不能
吃不能喝，有什么用？ ”为了打
消村民们的顾虑， 扶贫工作队
经多方联络， 请来南阳烙画传
承人侯娜和该村美术专业毕业
的大学生兰宏涛一起， 引导村
民种植葫芦，并办起培训班，手
把手教村民们烙画。 兰宏涛介
绍说：“葫芦烙画，说起画，肯定
要有美术基础， 但村里大部分
人都没有学过画画， 所以教他
们烙画必须先从美术这方面切

入， 刚开始找一个很基本的图
案让他们练习晕染， 从铅笔到
烙笔慢慢过渡。 如今，十几个工
人都上手了。 ”

春节前，在该村的葫芦烙画
车间里，十几位村民在侯娜的指
导下赶制一批烙画葫芦订单。
“这是一批加紧赶制的猪年吉祥
物的订单，上面是竹子，下面是
猪宝宝，取义‘竹报平安’。 订单
没有限量， 我们能赶制出来多
少，客户收多少。 ”侯娜说。

该村脱贫户兰才告诉记者，
去年他种了 1 亩葫芦，还学会了

葫芦烙画，实现了脱贫。“我去年
种 1 亩葫芦，素葫芦按 1 元钱 1
个，1 亩地收入万余元钱。 这些
葫芦烙上画后价值能翻 10 到
20 倍 。 今年我打算再种两三
亩。 ”兰才说。

陈厚民表示，下一步要大力
发展葫芦种植产业和以葫芦文
化艺术为主题的旅游产业，使葫
芦烙画品种更加多样，种植品种
更加丰富，同时做好后期的非物
质文化传承，把新集村打造成一
个名副其实的葫芦烙画专业村，
从而带动全体村民致富。 ③5

卧龙岗街道巧手绘新年

4326 个灯笼“点亮”文明新风
□本报记者 王勇 通讯员 肖玲

春节期间，记者在卧龙岗街
道辖区看到，一串串印有家风家
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语
小故事的大红灯笼悬挂在街道、
小区等处的树上，不仅“点亮”了
文明新风，也将街道装扮得分外
喜庆，年味十足。

今年， 卧龙岗街道在辖区汉
画街、馆前路、中达小区、卧龙苑
小区、如意苑小区、桂花城小区、

黄龙庙社区廉政巷等多处悬挂圆
形和串型灯笼共计 4326个，其中
在汉画街、馆前路、黄龙庙社区等
处依托原有的文化主题巷， 打造
了廉政、家风家训、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成语小故事主题灯笼阵。
春节期间， 市民徜徉在街道小巷
之中，不仅可以欣赏灯笼，还可以
了解相关知识。 市民周先生生表
示，在灯笼上印制文化主题元素，

在营造浓浓节日氛围的同时，也
传播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与往年不同的是， 该街道今
年悬挂的灯笼不仅沿袭中国红的
灯笼主题， 还结合党的十九大精
神，融入了中国梦的元素，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置于流光溢彩的
灯光里，既增强了景观魅力，又提
升了城市的时代涵养。 ③5

本周 我市气温继续低位徘徊
提醒您注意返程安全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春节
假期后半段， 受冷空气影响，大
风、雨雪、降温纷纷在我市亮相。
气象部门预计，短期内，我市受
偏西气流影响，气温继续低位徘
徊，部分路段将会出现对交通有
影响的道路结冰，大家一定要注
意出行安全。

2 月 11 日，我市受偏西气流
影响，雨雪暂别，最高气温稍有回
升；12 日， 我市转受西南气流影
响， 小雨又将飘落。 气象部门提
醒，此次冷空气影响，带来的降温
剧烈，气温起伏较大，公众需及时
增添衣物，小心感冒。另外正值返
程高峰期， 建议公众及时关注天

气及交通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本周具体天气预报：2 月 11

日多云，-2℃至 5℃；12 日多云，
1℃ 至 6℃ ；13 日 小 雨 ，0℃ 至
1℃；14 日小雨转阴，1℃至 3℃；
15 日小雨转阴，1℃至 4℃；16 日
多云，0℃至 4℃；17 日阴转雨，
0℃至 7℃。 ③5

村民在赶制春节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