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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向春节坚守奉献的劳动者致敬！

本报讯 （记者王蕾）春节期

间，由南阳报业传媒集团承办的

南阳市长热线 12345受理中心的
工作人员一如往常，坚守岗位，

实行7�24小时便民服务，其中早
八点至晚八点为人工服务，晚八

点至次日早八点为来电语音留言

服务。

七天假日，12345受理中心工
作人员细心接听每一个居民来电，

及时整理语音留言，认真分类录入

每一条受理内容并形成电子工单，

及时转办至相关部门核查处理，全

方位高效提供各项便民服务。春

节期间共受理群众来电及语音留

言1120余件，其中有效来电和有
效语音留言190余件，转办170余
件，涵盖水电气暖、交通运输、旅游

服务、停车收费、交通安全等各类

民生问题。在受理的群众来电中，

遇到春节期间突发性断电断水、雨

雪天高速封路、返程客运购票等问

题及时转办至相关应急部门，确保

问题及时上报处理，切实将市长热

线为民解忧、服务民生的服务宗旨

落到实处。⑥3

热线为民细倾听

本报记者 赵勇 特约记者 朱付新

通向沪陕高速卧龙站口的312
国道与卧龙路交叉口是南阳城区

西南方向的重要枢纽，市公安局交

管支队十大队管辖的这个大通道，

成为重要节点道路交通管控的重

中之重。

2月6日上午九点前，8位民警
早早就赶赴执勤点，疏导车辆保

畅通。他们分别守着四个方向的

道路路口，紧张地疏导、指挥，

由于车流量持续增大，民警们不

停地吹着哨子、打着手势，一会

儿在路口指挥车辆往前待转或直

行，一会儿到路段组织分流或借

道通行，管控车辆。

在现场，带班负责人武海蒲指

挥动作标准潇洒，他的左手却戴着

护具。1月27日在一次查处交通
违法集中行动中，他的左手第四指

指骨骨折，为了不影响工作，他在

假肢纠正中心定制了矫形护具，坚

持上岗执勤……

上午11点40分，由于通向卧
龙高速站口路段大量车辆的涌

入，导致数公里道路通行不畅，

武海蒲和同事们又徒步向西边走

边疏导，经过与增援警力的紧张

工作，中午12点50分全部疏通，
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在他和战友

们的共同努力下，给广大交通参与

者创造了一个安全、畅通、有序的

交通环境。⑥2

辛勤值守保畅通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笑荷

通讯员陈曦）这个春节，被誉为城

市管理“最强大脑”的市数字化城

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一刻也未停

止运转。他们充分发挥视频监控

“千里眼”、12319热线“顺风
耳”、信息采集监督员“飞毛腿”

和综合协调“指挥棒”作用，用心守

护着万家团聚时城市的整洁靓丽、

有序运行。

除夕，市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

监督员发现新街与解放路交叉口

附近有一立杆底部严重断裂，

12319接线员第一时间与各管线部

门联系，不到3个小时消除了安全
隐患；大年初二16时40分，市数字
化城管中心通过高空■望鸟瞰系

统发现中州路与车站路交叉口西

南角有大面积交通护栏倒伏，17
时24分，市公安局工作人员现场
回复已处置完毕……春节假日，像

这样的事例每天都在发生着。

春节7天假期，市数字化城管
监督指挥中心共受理街面秩序类、

交通设施类、公共设施类、市容环

境类等问题 2164件，派遣案件
2404件，按时派遣率99.10%，共结
案2510件。⑥3

“最强大脑”不停转

本报记者 曹立峰

早上8点10分，李大军准时到
达宛城区五里堡街道办事处。刚

到大门口，他一眼就看见了鲁东

栋。“伙计，同志们到齐后，咱们还

按昨天的路线巡查宣传。”

其他部门的执法人员和社区

干部等50余人到齐后，大家分乘8
辆禁燃禁放宣传车就出发了。“为便

于管理，咱们把辖区的4个社区划
分成21个网格，禁燃禁放巡查和宣
传就按这21个网格来进行。”坐在
车上，李大军向记者介绍情况。

每到辖区的主次干道、背街小

巷、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执法人

员都将车上喇叭打开，播放中心城

区禁燃禁放的规定，并进店检查商

铺有无存放和售卖烟花爆竹，同时

向群众和商户发放宣传单。

李大军笑着说：“从腊月二十

二到正月十五，我们每天要巡查宣

传3次，为了实现辖区‘零售卖、零
燃放’的目标，这几天我们还要加

大频次，争取多进门入户，让家家

户户都知道禁燃禁放的意义！”

时至中午，李大军等人却顾不

上吃午饭。李大军说：“我们不光这

两天不能松，还得紧盯正月初六和

十五等几个关键时间点儿呢！”⑥5

禁燃禁放宣传忙

本报记者 田巍

农历正月初五，南阳前卫心意拳

研究会组织会员参加在武侯祠举办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代表南

阳张志诚系心意六合拳参加展演，传

承中华文化，展示武术魅力，为节日

增亮点，添看点，营造浓浓年味。

台上，数十名演练者动作整齐

划一，拳势迅疾，打得虎虎生风，赢

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这种集搏

击、健身、防身、养生于一体的拳

种，重在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

力合，取鸡、龙、虎、蛇、燕、鹞、马、

猴、鹰、熊十种动物之形态融于拳

法，将扑击、捕食、闪躲等动作融入

行拳中，技巧灵变，刚柔相济。

我市于2010年成立了前卫心
意拳研究会，负责人朱峰多次在全

国各类武术比赛中斩获奖项。研

究会组织学员和武师同登卧龙岗，

敬拜诸葛亮，瞻仰岳飞手书《出师

表》，通过参加武术赛事和社会实

践活动，推广拳法，传播文化。

寒风中，台上的朱珈冉、张开

博、程宇露等表演者的小脸、小手

冻得通红。孩子们说，这种过年方

式既提高了身体素质，又传扬了武

术精神，非常有意义，也为寒假生

活和节日生活增添了乐趣。⑥5

义务表演不惧寒

本报记者 曾庆芳

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年
味儿愈发浓郁。清晨6时，天空刚
泛起鱼肚白，市中商农产品批发市

场便已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移步4号天然蔬菜棚，33岁的蔬
菜批发商杨翔麟一边有条不紊地指

挥工人搬卸货物，一边从容自若地回

答客户的询价，打起十二分精神全力

应对年前的最后一个营业日。

“进入腊月，每天都处于连轴

转的状态。”杨翔麟介绍，春节前夕，

消费旺盛，作为安徽红椒的一级经

销商，店里每日都能售出近40吨货
物。与产地沟通、预订蔬菜、搬卸验

货、同二级批发商交易……他带领

4名工人通宵达旦地忙碌着。
5年前，杨翔麟正式从家中接

手红椒批发生意。年富力强、敢闯

敢试的他注重抓源头、控质量，靠

口碑赢取市场，凭借稳定的货源、

良好的信誉和优质的服务，事业越

做越大。

客户来了一波又一波，杨翔麟

一丝不苟地清点货物、核对清单。

为了挑起千家万户的“菜篮子”，他

和市场里的商贩们日夜坚守岗位。

杨翔麟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打

拼，他先后为家里换了大房子、新车

子，每每想起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

高，心里便似甘蔗出土寸寸甜。⑥6

丰盈居民“菜篮子”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笑荷）

从除夕到初六，市区环卫部门所有

管理人员及一线作业人员不休假，

确保广大居民度过一个干净整洁、

欢乐祥和、稳定安全的春节。

春节期间，市环卫部门重点做

好城区主次干道日常清扫保洁，严

格按照洒水洗扫标准对中心城区

68条主次干道进行洒洗作业，晴
好天气每天出动洗扫洒水车辆约

600台次。市、区两级检查人员加
强对城区的巡查，发现垃圾及时

捡拾、清理，确保城区环境卫生干

净、整洁。

节日期间垃圾量增多，环卫部

门坚持每天早、中、晚定时段上门

收集垃圾，70座垃圾中转站全天
候开放，科学安排300多台清运车
辆，增加垃圾收集清运频次，确保

城区生活垃圾日产日清。严格按

照行业管理标准，对中心城区647
座公厕实施专人保洁，确保春节期

间居民群众如厕需求。每天对城

区 6000多个果皮箱进行清洗保
洁，保持箱净、桶净、无积存垃圾。

确保市生活垃圾处理厂规范化运

行，共处理进场生活垃圾7130吨，
沼气发电26.6万度。⑥3

清扫保洁全覆盖

本报记者 段平

春节，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

但仍有一些人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为百姓的生命“守岁”。2月5日，农
历大年初一，记者走进市120急救
指挥中心，近距离感受这群和时间

赛跑的急救调度员面对病患时那

份强烈的责任感。

在市 120急救指挥中心调度
室，记者看到，视频监控系统上显

示着每辆急救车的位置与行进方

向，以及当天派车总数及每个急救

站的出车数量。王英存、秦建玉和

袁婷3名接线员都在聚精会神地忙
碌着，屋内只能听到此起彼伏的电

话声和敲打键盘记录的声音。

“淘气猫附近有人受伤了，你

们快派车来看看吧。”10时53分，一

个急救电话呼入，王英存立即接听

电话。她两眼紧盯电脑屏幕，边仔

细询问边快速地敲打着电脑键盘，

并再次核对清楚事发地点后，迅速

将派车指令发送给市第一人民医

院急救站。整个操作过程仅用了

40秒。
“我们每天都在与死神争分夺

秒，思想要高度集中，不能有一丝

懈怠，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都有可

能延误病情。”完成了这一系列操

作后，王英存才腾出空来接受记者

采访。

“初一上午的派车次数不是很

多，根据往年的经验，一般从初二

开始，接听电话数量就会迅速增

加，以内科疾病、车祸外伤、酒精中

毒居多。”王英存为记者统计了一

下，截至当天上午10时50分，他们

共接听有效求救电话20个。
调度员秦建玉告诉记者，今年

腊月二十九和大年三十晚上也是

较为繁忙的，他们分别派出急救车

辆68次和48次。作为一名医护人
员，身在抢救生命的第一线，经常

无法与家人一起欢度春节。

记录情况，确认信息，急速发

车，第一时间把病人安全接到医

院……一年365天，王英存和她的
同事们几乎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

的操作，周而复始，不厌其烦。王

英存告诉记者，记得在一次热线值

班中，她碰到一位心脑血管患者需

要急救。为给患者争取宝贵的抢

救时间，她在电话中指导患者家属

做心肺复苏，并由同事在另一条线

上派出急救车辆赶往现场，使患者

化险为夷。那一刻，她深刻体会

到，身为一名急救调度员肩负的责

任和使命是多么神圣而崇高。

“我们急救调度员不像有些人

认为的那样，就是接听电话，其实

我们还需要掌握和储备很多技能

和知识。”王英存说，“每一个调度

员除了需要具备必要的急救常识

和技能外，还需要熟悉城市地图，

包括熟知每条道路上有多少十字

路口、路边有哪些标志性建筑物、

有哪些饭店、商店等，以及乡、镇、

村的具体位置、名称都要熟记于

心，并迅速做出反应，不能有丝毫

偏差。”

春节期间，市120急救指挥中
心的30名调度员，24小时保证电话
畅通，城区23家急救站、614名院前
急救工作者、70辆救护车，始终处
于待命状态。他们坚守工作岗位，

守护着人们在生命最危险时刻发

出的求助，用使命感和责任感默默

奉献、呵护生命。⑥6

坚守生命热线 护卫百姓健康

“双创双建”再出发 幸福南阳启新程
创全国文明城市 创国家森林城市 建全国健康城市 建世界月季名城

月季故里 香飘五洲

□魏厚笃

十里花香路，

满眸皇后城。

千姿加百态，

异彩又纷呈。

是处春光好，

宾朋众口称。

花开红烂漫，

培育赖园丁。⑥3

为南阳举办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点赞

� 2月8日，李兆伍带领农民在大棚里忙碌着……南阳李福林苗木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流转土地200余亩，带领群众致富。该社栽培
的古桩精品月季、树桩月季等各类绿化苗，销往山西、陕西、河北等三十多

个省市 ⑥3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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