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讯（记 者 李 阳
通讯员王顺铎）作为24小时
不停转的铁路部门，南阳车
务段正在铆足劲儿迎战春运
高峰，继续为广大旅客提供
优质服务。

南阳站历来是南阳车务
段春运工作的重点，今年春
运适逢南阳站新站房启用，
旅客在享受更优质服务的同
时，铁路部门也感到压力倍
增。今年春运不管是发送人
总数还是最高峰发送旅客

数，都比往年有了很大的增
长，南阳车务段也采取了一
系列的措施保证南阳站春运
安全有序。

在繁忙的春运工作全
面铺开的同时，南阳车务
段在新年之初开始着手谋
划 2019年的重点工作。通
过与邓州市政府有关部门
的协调，邓州火车站改造
工 程 春 运 过 后 将 逐 步 展
开，邓州站将成为南阳地
区近年来第二个大规划改

造的车站，新的邓州站将
会 有 更 加 齐 全 的 迎 检 设
施，也将为广大旅客提供
更加优质的服务。此外，
按 照 郑 万 高 铁 的 建 设 计
划，预计 10月份郑万高铁
河南段将开通，届时南阳
车务段将接管临近 5个高
铁站。现阶段，工作人员
选配、管理模式调研、前期
工作介入等工作已纳入议
事日程，南阳很快将进入
高铁时代。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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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南阳是座历史悠久
的城市，作为楚汉文化的发源
地，这里早在1986年就入选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
南阳又多了张新名片，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重
要水源地，离家多年的我在北
京喝上了家乡水。

今年春节，第一次带着两
岁多的孩子回老家过年，心里
多少有些激动。原本打算开
车让小家伙看看我儿时生活
的地方，没想到居然在家门口
迷路了。眼前拔地而起的高
楼多半是陌生的面孔，宽阔平
坦的马路有些连路名都没听
过。最终，我们不得不像在北
京一样，用上了导航。

听说了我们的尴尬经历，
妈妈倒不觉得意外，她笑着告
诉我们，“这些年家里变化大
着呢，特别是新城区，修了好

多新路，建了不少新房，你们
工作以后没回来过几次，难怪
不认识。”

看完妈妈转发的公号文
章，我们才知道，今年老家有
很多重磅级的事情要发生。4
月28日至5月2日，世界月季
洲际大会将在南阳举办，上一
届的举办地是北京，两座都以
月季为市花的城市。

南阳月季园作为“一主两
副”中的主园，各项建设工作
正在推进。春节前，道路基层
成型已基本施工完毕，园内主
要构筑物独立基础结构均已
完成。

与此同时，新城区的“三
馆一院”也初具规模，博物馆、
图书馆、大剧院、群众艺术馆，
处处体现“楚风汉韵”的文化
特色，即将成为城市新地标。

“下次你们再回来就可

以直接坐高铁了。”妈妈乐呵
呵地告诉我们，今年 10月，
期待已久的郑万高铁郑州到
襄阳段就能建成通车，从北
京回老家的时长将被大大缩
短。

老城区也在旧貌换新
颜。走进一家年前新开的超
市，我恍然觉得像是进了北京
的进口超市。进口水果摆满
货架，网红品牌应有尽有。水
产区，澳洲龙虾、帝王蟹等来
自全球的海鲜吸引着众多食
客。正当我感慨不已时，妈妈
又向我介绍起卖场黑科技，

“寄存柜可以刷脸存包，电子
价签跟卖场信息同步，付款还
能自助解决。”

在老家这些天里，类似这
样的“大开眼界”屡屡上演，我
对老家的印象也一次次被刷
新。③9

本报讯（记者王秀云 通
讯员李 鹏）为给全市人民打造
优美舒心的城市环境，南阳市城
管局园林部门早计划早安排，坚
决打赢园林景观建设战役。

其实，春节期间，市园林局
已经是全员上岗，领导班子一
线带班，管理区人员坚守岗位，
园林工人们每天奔走在清理草
坪落叶及垃圾一线。经过他们
的聚力攻坚，市区各游园道路
不但保洁到位，而且辖区内道
路干净整洁，即便游园里游人
如织，秩序依然良好，处处呈现
着平安祥和的喜庆氛围。

更令人欣喜的是，节日期

间，市园林局各值班人员还
为广大市民提供免费茶水，
帮助游玩市民摆放自行车或
电动车，此举受到市民的一
致好评。

谈及 2019年园林冲刺目
标，市园林局局长华伟掷地有
声地说，4月底，2019年世界
月季洲际大会在我市举办，当
下冲刺的目标是抓好每个时间
节点，进一步提振精神，以决战
决胜的勇气和姿态抓好园林重
点项目建设，着力提升城市月
季特色景观，扮靓城市，以优异
的成绩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
意的答卷。③9

园林工人提振精神
创园林精品，让月季绽芳菲

实践“四力”
贴近民生

大年三十，记者来到我市
眼科医院，探访仍坚守在岗位
上的医护人员。

接诊、引导就诊、打针、洗
眼……当日上午 9时 30分许，
记者在该院门诊部看到护士们
忙得不可开交，门诊部外面的
座椅上坐着很多患者和家属。

“春节期间来就诊的一般都是
眼红、眼痒、眼痛、角膜溃疡。”
门诊部的护士长梁梦达说，春
节期间由于熬夜、喝酒，眼睛容
易出问题，为避免错过最佳治
疗时间，医护人员都不休息。

2月4日,是农历大年三十,
从农历三十早上开始到大年初
一早上，来自唐河、内乡、社旗等
8个县及市内的10多名眼外伤
病人先后被送到了这里。

眼外伤科值班医
生徐良已连续工作
24个小时，当天他收
治 8例眼外伤病人，
其中开放性眼外伤 4
例，钝挫伤 4例。来
自内乡的小薛今年刚

20岁，因放鞭炮把眼镜炸碎造
成右眼角膜穿孔伤和球内异
物，徐医生为他做了球内异物
取出和穿孔清创缝合术。

今年的除夕夜住院部护士
茹小红还是夜班，她说从事护
士十多年来，都记不清这是在
医院度过的第几个除夕夜。大
年三十下午 5时，茹小红一到
医院就忙着巡查病房、对病房
进行紫外线消毒、整理第二天
要用的药品、打电话询问请假
出院病人的情况……忙完这些
已经是晚上7时30分了，从家
里打包的饭菜早就凉了……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虽然
辛苦，可只要看到患者日益好
转、重见光明，做这一切都值。”
茹小红说。③9

春节，眼科医院的那些事

编 者 按 ：新
春走基层 ，南阳
籍在北京晚报工
作 的 宗 媛 媛 记
者 ，春节回到家
乡南阳 ，看到家
乡蝶变 ，感慨不
已，写了“在家门
口竟然迷路了”
这篇稿件。本报
今天予以转发 ，
以飨读者。

在家门口竟然迷路了

本报讯（记者于晓霞 通
讯员张 森）12日，记者从市
职业介绍中心获悉，我市将于
近日在城区人民路红都广场
和兴隆路人力资源市场举办

“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全
市 12个 县 区 也 将 同 步 启 动

“春风行动”，通过一系列活动
为劳务双方搭建合作平台，共
同唱好 2019年就业工作开年
大戏。

2月17日至19日，市职业

介绍中心携手市工业和信息化
技术服务培训中心、宛城区就
业办、三友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红都广场等单位联合开展“春
风行动”大型招聘会。招聘会
场设两处：2月 17日至 18日，
招聘会场设在红都广场（人民
路公园南门）；2月 19日，招聘
会场设在市人力资源市场（兴
隆路 3号）。预计将有 200余
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可提供
就业岗位近万个。③9

我市将举办春风行动招聘会

200家单位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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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不负 撸袖撸袖好春光好春光

□本报记者 刘力果

□北京晚报记者 宗媛媛

老城区新貌 本报记者 蒋宁宇 摄

建设中的三馆一院 全媒体记者 崔培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