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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勇 特约记者 赵向阳

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六）是
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节后客流

增长迅速，铁路部门迎来节后第

一个客流高峰。当天，南阳车务

段管内10个客运站共发送旅客约
4万人，其中南阳火车站发送旅客
约两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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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务段全段客流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约7%。
为了方便旅客进出站，南阳

火车站在节前重新开辟了两个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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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部门在春运期间增开了

北京、广州、深圳、郑州等方向的

多趟临客，加强春运旅客运输组

织。与此同时，南阳火车站售票

厅 21个售票窗口（包含 8个人工
窗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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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票系统显示：未来三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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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我市将迎来大范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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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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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乘客旅途畅通无阻。⑥6

铁路迎来节后高峰本报记者 赵勇 特约记者 王松林

过年七天乐，天天都精彩。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六，卧龙区各

个乡镇、街道、景区文化活动异彩

纷呈。

2月5日大年初一，在卧龙区七
一街道文化广场上，豫宛社区盘鼓

队演出《盘古开天地》，歌舞、戏曲、

小品等15个节目让观众大呼过瘾。
为营造浓厚的过节氛围，让基

层群众共享文化成果，饱享节日

“文化大餐”，卧龙区早早就做好了

准备。该区围绕文化进万家和“暖

暖新年”群众性主题活动，组织百

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使城乡掀起

一波波欢乐浪潮。

同时，该区各文化馆（站）免费

开放图书阅览室、戏曲室、合唱室、

各类培训活动室等文化场所，让当

地群众和返乡人员有休闲、娱乐和

“充电”的空间。⑥6

“文化大餐”送群众

全媒体记者 王笑荷

2月4日除夕夜，记者在武汉
过年时，餐桌上的南阳特产美食大

受欢迎：唐河牛肉、镇平烧鸡、桐柏

豆筋、邓州黄酒……湖北亲友大快

朵颐之际，对盛产美食的南阳也充

满了向往。

和往年一样，记者全家出发到

武汉过年时，汽车行李厢里装满了

南阳的特产年货。家在武汉的公

公婆婆，对南阳特产如数家珍。每

年过年，都叮嘱要买点饺子皮带到

武汉。“南阳产的面粉筋道，面条铺

里的饺子皮，包饺子好吃还不破

皮！”记者每年春节出发前的最后

一件事，就是去附近的面条铺买上

几斤饺子皮。

全家人一起吃完充满“南阳元

素”的年夜饭，高高兴兴聚在客厅

包饺子、看春晚。

农历大年初一走亲访友，南阳

特产也将是新年礼品“主角”。随

着越来越多南阳人到外地过年，

南阳美食也将香飘四方，名扬天

下！⑥2

南阳土特产获盛赞

本报记者 陈大公 通讯员 王海音

2月10日，记者从南阳机场获
悉，春节假期期间，南阳机场累计

保障航班超过212班次，发送旅客
超过2.1万人次。

南阳机场除冰雪工作准备充

分，航班受降雪影响程度不大。目

前，由南阳飞往上海、广州、深圳的

航班机票基本售罄，由外地飞往南

阳的航班尚有折扣机票，广州-南
阳、上海-南阳、杭州-南阳最低6
折，成都-南阳最低7折，深圳-南
阳最低8折。

南阳机场温馨提醒：节后，南

阳机场客流量攀升，另外由于天气

原因，道路结冰，建议出行人员提

前到机场候机。关于航班和出行

信息，可拨打南航服务热线95539
或登录南航官方网站咨询。⑥6

机场客流攀升

本报记者 高波

大年初一，吃过午饭，家住两

相东路长风小区的邓大爷又出门

了。跟以往不同的是，这天他的身

后跟了十来口回家过年的家人。

出小区大门向东，步行不足3
分钟，就到了改造后的汉城河。

“这条河是 2016年开始治理
的。”跟第一次在南阳过年的小儿

媳说起以前的汉城河，邓大爷直皱

眉头，“以前两岸的污水、垃圾都排

放到河里，一到夏天，河水又黑又

臭，蚊蝇成群，从河边过都要捂着

鼻子小步跑。”

“瞧瞧这治理后的汉城河，这

是木栈道，这是女贞，这是红枫，那

边有健身器材、雕塑和卫生间。平

时我和你妈没事就爱到这一片溜

达，环境好，心情就好。”

沿河而行，邓大爷一把抱起小

孙子，一马当先走在前：“汉城河综

合整治工程开工后，这里几乎一天

一个样，扩宽河道，铺设截污管道，

修建人行步道……”

“人家还种草种树，建了游

园。现在不仅水清了，环境也漂亮

了。”邓大爷话音刚落，邓大爷的老

伴立马接过话，一脸的惬意。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

书迟。”行至一雕塑小品前，上小学的

孙女摇头晃脑地大声朗读着上面所

刻古诗名句，引得一家人哈哈大笑。

“爷爷，放我下来，我要去玩。”看

到河边小广场上的健身器材，小孙子

急忙踢腾着从邓大爷怀里蹦下来。

“娃子，慢点，慢点。”邓大爷亦

步亦趋，生怕孩子有啥闪失。

一时间，潺潺的流水声，孩子

们的欢笑声，大人们对孩子的呵护

声交织在一起，如同一首美妙的乐

曲在汉城河上空飘荡着。⑥4

水清景美心舒畅

本报记者 曹立峰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除夕至，春节到，万家团圆，天涯

共庆。

2月4日，大年三十，当亿万国
人提着大包小包，迈着急切的步伐

与亲人团聚的时候，王雪雷却依然

在坚守一线的警惕中度过一个忙

碌的除夕，不能享受这个温馨

时刻。

当天下午4时许，当记者回老
家贴春联路过新野县城的朝阳路

时，无意中看到曾经采访过的新野

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王雪

雷正从一辆警车上下来。站在路

旁，从警20多年的王雪雷告诉记
者，为了消除社会安全隐患,让老百
姓过一个吉祥、平安的春节，他正带

领3名民警对县城区的宾馆等公众
场所进行节前清查，主要是核对旅

客入住登记信息簿、随机抽查房间

旅客是否与登记相符等情况。当

时针指向下午6时10分时，王雪雷
他们已经清查了10多家宾馆、歌厅
和洗浴中心，发现3个消防隐患，并
要求相关场所现场立即整改。

6点20分，接到电话通知后，
正在清查的王雪雷顾不上吃晚饭，

就匆忙赶往县公安局视频研判会

议室，参加市公安局视频调度会。

开完会后，已是晚上 7点多
了。根据县局部署，治安大队还要

牵头组织前高庙派出所、县巡特警

大队、县消防大队的40多名民警
和辅警，提前赶到新野县前高庙

乡，参加当晚8时开始的庙会治安
维持行动。一年一度的庙会常常

有众多民众前来在除夕夜上香祈

福迎新春。王雪雷他们的任务就

是在庙会期间维持秩序，防止出现

拥挤踩踏和突发事件。

当王雪雷带领民警驱车赶到

行动地点后，马上与先期到达的前

高庙派出所所长李保林开始进行

人员岗点分工安排。虽然部署堪

称周密，但从晚8时开始，王雪雷
与李保林却始终不敢大意，他们来

回在各个人员聚集点细致巡查。

随着夜色深沉，露天气温开始骤

降，但王雪雷们都警惕地瞪大双

眼，观察着、疏导着上香的民众。

远处村庄的村民家里，许多人

正围着电视看春晚，可电视里精彩

纷呈的节目王雪雷等人此时此刻

却看不到。“只要老百姓这个除夕

过得平安、祥和，我们在一线忙点

儿就是值得的。”望着眼前的群众，

王雪雷一脸坚毅，“百姓的安宁，我

们守护”。

初一凌晨2时20分许，庙会终
于结束了，王雪雷等民警才拖着疲

惫的身子返回县城……

舍小家，为大家。除夕举杯团

聚时，请莫忘这些与家人分离，在

一线默默为人民守岁的人！⑥3

坚守一线保安宁

本报记者 段平

穿新衣、吃饺子、看春晚……

农历春节，在市救助管理站，24
名暂时不能回家的受助人员在工

作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喜气洋洋

地过了个暖心节。

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一大
早，记者一到市救助管理站，就

看到大门外张贴着喜庆的对联，

挂着红红火火的灯笼，喜庆氛围

浓厚。走进站内，几名工作人员

正招呼受助人员起床、穿衣。受

助人员都穿上了崭新的棉衣、棉

裤。受助人梁红田喜滋滋地说：

“这里的工作人员可负责了，一到

站上就招呼我们吃穿。过年了，

我们从里面穿的保暖衣到外面的

衣裤、鞋袜，都是崭新的，可比俺

们自个儿在家过年强得多。”

“开饭了！”随着该站救助一

科科长段中元的热情招呼，受助

人员纷纷走上前来，接过工作人

员递来的热气腾腾的饺子，大口

地吃起来。段中元告诉记者，目

前，滞留在救助站的临时受助人

员有24名，因为一时没有找到他
们的亲人或家庭住址，不能及时

将他们送回家。为了让他们在站

里过个喜庆年，该站提前为每人

准备了新衣，每个床铺都换上了

新棉被，并购置了充足的过年物

资。每天午餐和晚餐保证两荤两

素四个菜，早餐有鸡蛋，让受助

人员在这里安心过年。说话间，

受助人员已经吃完了早饭。他们

或在院里散步，或到房间看电

视。记者走进受助人员的房间看

到，每张床铺都整理得干净整

齐，棉被、枕套也都更换一新，屋

内空调吹着暖风，温度适宜。不

一会儿，工作人员又端来了瓜

子、花生、糖和水果，分发给每位

受助人员。受助人张欣感激地

说，自己是大年三十下午到站里

求助的，因没赶上当天回乡的客

车，暂时滞留站内。从一进站，

工作人员就为其换上新衣，送上

热气腾腾的饺子，还组织大家观

看春节联欢晚会。工作人员无微

不至的照顾，让他们感到无比

温暖。

“尽管来到这里的人大多都

有不幸或不堪回首的遭遇，可每

个人思乡的感情是不变的。我们

尽量给他们营造家的感觉，让他

们吃得好，住得好。”当天带班的

副站长傅小斐告诉记者，每逢

“双节”，站里的工作格外繁忙。

节前返乡返家人员较多，需要救

助的人也增多，春节对受助人员

的服务更要细心和贴心。所以，

该站春节期间安排了 24小时业
务值班、行政值班和领导带班，

每天要定时上路巡查、救助；凡

滞留站内的受助人，工作人员要

及时关注他们的健康状况，每天

伙食更是变着样地安排，让受助

人员在异乡感受到家的温暖。

据统计，2018年，该站共救
助流浪乞讨人员5845人次，护送
813人返乡，为103名说不清楚有
效信息的人找到家。春节前护送

返乡人员中，家最远的在云南、

黑龙江，救助站的工作人员都一

路将他们安全护送至家里。站里

大多数工作人员大都连续5年以
上没有和家人过一个完整的春

节，他们不是为滞留站内的受助

人员服务，就是奔波在护送受助

人员返乡的途中。对于每一位救

助工作者来说，尽早为受助人员

找到家、找到亲人，是他们最大

的心愿和最美好的企盼。⑥3

救助站里过大年

本报记者 朱怀蕙 通讯员 常换芳

“快看，这个造型是小猪佩奇，

爸爸给我拍个照。”家住河南油田

北小区的吴先生连忙拿出手机给

孩子拍照。2月4日上午8时左右，
很多人扶老携幼到河南油田的文

化长廊看灯展。

据灯展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此

次共展出80余盏灯，全部由河南
油田各单位负责制作。

“灯展年年有，年年各不同。”

这是很多人看完灯展后的感受。

今年是猪年，很多单位的灯展里都

加入了蕴含着丰收、吉祥等寓意的

幸福猪造型。恭喜发财的猪、祝愿

幸福的猪等，憨态可掬，吸引了不

少小观众。

家住河南油田大庆小区的杨

先生说：“今年是我儿子的本命年，

我要把这些灯展图片发给远在外

地的儿子，祝他一切顺利。”

灯展中，除了传统的元素，还

蕴含着河南油田各单位干部员工

的工作激情和新一年的工作思

路。生产单位的“抽油机”、工程院

的“实验室”、房产处的“南阳基

地”、物业服务中心的“一帆风顺”

等造型灯都惟妙惟肖，吸引了很多

参观者驻足观看，拍照留念。⑥5

灯展增年味

春节期间，南阳府衙区域成了居民游玩的好去处，人们在这里品府衙

文化、尝特色美食 ⑥2
本报记者 高波 摄

春节期间，河南油田每天都为辖区居民送上歌舞表演 ⑥5 本报记者 朱怀蕙 通讯员 石正文 摄

2月10日，为应对春运返程高峰，中石化南阳石油分公司配足加油站
油品，全力保障春运车辆返程 ⑥6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本报记者 范志钦 通讯员 李红亚

2月5日，内乡县林业执法队
队长程林带领他的队员，准时出现

在林区一线，开始了新一天的

巡护。

“林业同志辛苦了，到家里喝

口热茶再走吧！”迎面走来的老熟

人热情地和他们打着招呼，“你们

年年春节如此，可真是不简单！”程

林在深山区已经工作数十个年头

了，每年春节他和伙伴们都是在巡

护森林中度过的。山高、林密、路

远，交通不便，大部分路程靠步

行。一天下来，每个人都累得喘不

过气，望着眼前茂密的森林，他们

虽累却快乐着。正是他们每天坚

持深入林区一线巡护，才换来了节

日期间森林的安全。

内乡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水源涵养地，生态区位十分重

要。据了解，该县春节期间坚守

林区一线的林业工作者还有很

多，他们履职尽责，心系绿色，在

林区营造出充满温情的别样年

味。⑥5

林区别样年

欢乐祥和庆“双节”

畅享多彩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