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演出
2 月 19 日， 市社区

志愿者协会爱心艺术团
在溧河物流园城南里美
食文化街进行专场演出。
图为演出现场。 ③2

本报记者 李纯 摄

本报讯（记者 田园 特约记者 袁永强）2
月 18 日，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宛城区召开医
圣祠文化园项目周例会，动员全区把注意力集
中到医圣祠项目各项工作上来，确保医圣祠文
化园项目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春节期间，群众过年，我们没有松懈。”仲
景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告诉记者， 节日期间，医
圣祠文化园项目征迁指挥部放弃休息，征迁组
继续加班加点工作， 东关街道及时清运垃圾，
仲景街道积极做好征迁动员。

据了解，医圣祠文化园项目是南阳市重点
民生项目，也是中心城区以卧龙岗、医圣祠为
核心打造的人文地标和文化高地。宛城区区长
樊牛说，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宛城区高度重视
医圣祠园区打造。 从去年开始，先后进行宣传
发动、评估签约和征收补偿，在短短 3 个多月
时间内， 拆除原酒精厂区域 60 户单元住宅和
公产 5 万余平方米，拆除市公路工程处 128 户
成套住宅、14 户民宅和市公房管理处公产 1.5
万余平方米，拆除金方正公司、宛运五分公司
公产 1.3 万余平方米，完成仲景商城 197 户商
户搬迁。目前, 包括 5 家公建单位在内,医圣祠
文化园项目一期 239 亩区域的征迁任务圆满
完成,共征收拆除民宅和公产 8.6 万余平方米，
从此医圣祠文化园建设开启了新阶段。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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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火车站

春运高峰不见“峰” 跟踪服务不放松
□本报记者 王宜迪 特约记者 赵向阳 通讯员 马鑫

随着春节长假结束， 加上近
期天气持续晴好， 铁路春运迎来
了返程高峰期。 2 月 20 日 17 时，
在邓州火车站， 前来乘车的旅客
络绎不绝。 不过与往年火车站广
场及周边人山人海的场景相比，
今年呈现少有的“春运高峰不见
峰”的景象，但是火车站的各项服
务丝毫没放松。

记者进入售票大厅， 里面显
得有些冷清，在人工窗口前，仅仅
有五六名旅客在排队。 车站客运
员闫宇正在帮助一名不会使用自
动售票机的旅客在网上查询车
票。闫宇说，自从去年 6 月份实施
电子客票以来， 人工窗口的售票
压力大幅减少， 购票排长队的现
象也成为历史。 ”现在去人工窗口
办理业务的以老年人居多， 他们
大都不会网上订票或者不会使用
微信和支付宝。 还有一些人是来
咨询乘车业务和办理临时身份证

明的。“
在候车大厅的安检仪前，客

运员邵卫东认真引导旅客将随身
携带的物品放置在安检仪的传送
带上。 为了提高安检的效率和精
准度， 邵卫东会主动帮助旅客将
行李摆放好， 并提醒他们提前将
水杯和饮料拿在手中， 便于安检
时试喝。同时，对于一些没有佩戴
口罩的旅客， 老邵还要提醒他们
及时做好自身防护。

行李通过传送带进入购车区
域， 旅客也要逐一接受安全检
查。 手检员张丁丹是一名刚刚参
加工作的小姑娘，今年也是她第
一次参加春运。 只见她手持安检
仪，认真查验旅客的双手、肩胛、
胸部、腋下、腰部、大小腿内侧、
脚踝等部位。 ”一天要弯腰上千
次，下班后腰酸背痛，我第一次
体会到了铁路人的辛苦。“张丁
丹笑着说。

安检员王悦负责盯控安检
仪， 长期的岗位实践让她练就了
一双“火眼金睛”。 盯着显示屏上
一闪即过的各色行李影像， 她不
停地通过话筒向同伴们传递查验
信息“蓝色行李箱中有一个压力
罐，还有一瓶饮料；红色手提袋里
有一个长金属条； 黑色双肩包里
有一瓶油，还有四五个打火机，这
些都需要开包查验……”王悦说，
安检查危是保障旅客平安出行的
第一道屏障， 尽管每天下班眼睛
发涩、嗓子嘶哑，但是看到每一名
旅客都能顺利出行， 她就会感到
很有成就感。

春运开始后， 车站管理人员
全部停止休假，到客运岗位帮班，
协助做好客流组织。 车站坚持常
态化疫情防控， 每 4 个小时就对
所有公共区域进行消毒通风，让
旅客畅享方便的同时， 更加有安
全感和获得感。 ③2

卧龙区举办直播带货培训，农产品成了“香饽饽”

发展电子商务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通讯

员 曹飞）乡村振兴的前提在于
产业振兴， 而电商网络直播带
货作为产业振兴的一种途径，
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 触角也
从城市延伸到村镇的各个角
落。 日前，卧龙区谢庄镇的主要
负责人前往直播间客串卖货主
播， 在镜头前为当地特色农产
品现场打卡。

近日，该区谢庄镇举办 2021
年度第一期“一村一品”电商直
播带货培训会，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 借助网络直播将农产
品变成了“香饽饽”，成为农民
增收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加

速器”“新武器”。 培训会上，讲
师们以抖音直播平台为例，结
合纯干货的“理论+实操”，围绕
直播平台的运营规律、 直播视
频拍摄、品牌宣传策略等方面，
深入浅出地讲解如何利用直播
平台去进行营销， 培训会现场
气氛火热，听众互动积极，与会
人员受益匪浅。 举办电商培训
会将推动电商产业与各村特色
产业深度结合，加速形成“一村
一品”的产业格局，以电子商务
助推乡村振兴， 为该镇经济发
展再添新“硬核”。

近年来， 卧龙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电商经济发展， 努力

构建“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
产业结构布局， 以电商经济为
途径，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
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该区形成
以颐高新经济产业园为代表的
电商产业经济。 该园区以“产城
融合、产业生态、智能物业、乡
村振兴”为着力点，确立了“新
经济中心”“跨境电商中心”“电
商大数据中心” 等五大发展板
块，培育新兴业态人才 1600 余
人，同时深耕区域经济发展，挖
掘以艾草为代表的当地乡镇特
色产品， 助力该区乡村振兴发
展， 同时为该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③2

本报讯（记者 王雪）近日，市民王先生拨
打本报热线电话， 前不久他去北京为家人购
药，返回南阳时在火车上得到了工作人员的热
心相助，此举温暖了王先生的漫漫求医路。

2 月 21 日， 北京至南阳的 K4283 次列车
即将发车。 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位走走停
停的老人引起了列车长王彦民的注意。 经交谈
得知，家住南阳市社旗县饶良镇的王先生一周
前独自一人去北京为家人购买药品。 由于患有
严重的青光眼， 王先生在人流中紧紧抱着药
品，行动缓慢。 得知这一情况后，王彦民主动帮
他拿行李，并将其送到座位上。 安置好后，王先
生为难地看着王彦民说：“您能不能再帮我个
忙？ ”原来，他担心车厢里人多，再加上自己眼
睛不太好，生怕药品在旅途中出现闪失。 那可
是救命的药啊！ 王彦民表示，可以把药品放在
指定位置，并派专人巡视检查，以确保不出现
任何意外。

顺利到达目的地后，王先生紧紧地握住王
彦民的手，对列车工作人员的热心和真诚深表
感谢。 ③2

列车长热心帮扶

温暖旅客回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