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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阳
火车站了解到，目前，暑运期间
火车票已经开售。此外，下周
起暑期铁路运行图进行调整，
洛阳站将增加多趟临客列车。

洛阳火车站相关负责人介
绍，根据铁道部门制定的《学生
往返票办理办法》，暑期学生半
价火车票发售时间为6月1日

至9月30日，学生在此期间购
票，可享受打折优惠。同时，持
学生证在各代售点购买学生
票，是不需要手续费的。

“根据往年经验，暑运高峰
一般出现在7月中上旬。”该负
责人说，为配合暑期铁路运行
图调整，5月1日至9日，铁路部
门临时缩短了全国火车票预售

期，暂停发售6月29日及以后
的车票。但从即日起，暑运火
车票已恢复正常发售，预售期
仍为60天。

同时，记者还了解到，此次
暑期铁路调图，除了增加多趟
临客列车，还有多趟列车车次
将进行调整，市民可及时关注
洛阳火车站官方网站。

暑运车票开售，洛阳站将增加临客
□记者 樊雪婧 通讯员 郭琦

本报讯 本周日，第二十五
次全国助残日将到来，即日起
至本月25日，由洛阳市残联主
办的洛阳市聋哑人集邮展，将
在洛阳市图书馆一楼大厅展
出，600余幅藏品将与市民见
面。除了展示党的成长历史，
表现祖国锦绣河山的各式邮
票，还有老式明信片和纪念封
等。届时，希望市民能够更加
了解和关注残疾人。

□记者 李晓丹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阳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了
解到，为继承和弘扬优秀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普及非物质文
化遗产知识，计划在每月15日
举办“非遗大讲堂”活动。

本期活动：省级非遗保护
项目“南庄木偶戏”传承者将带
来精彩的木偶剧目表演；时间：
5 月 15 日下午 3:00-下午 5:
00，地点：洛阳市文化馆二楼多
功能厅。

□记者 段伟朵

河洛文化论坛

主题A：《军事文化漫谈》
主讲：董宾力
时间：周六9∶00-11∶00
地点：九都路春蕾大厦11楼

主题B：梦想之旅·河洛文化
游之17日“王屋山风景区”一
日游
时间：周日7∶00-19∶00
集合地点：九都路春蕾大厦
(活动自费自愿参加)
电话：18003796091

18003796092

星期六文化公益论坛

主题：《大乘百法明门论》与
《大乘五蕴论》简介
主讲：马异涛
时间：周六14∶30-17∶30
地点：洛阳千山矿业3楼

洛阳市科普大讲堂

主题：中小学生如何参与FLL
机器人竞赛活动
主讲：陈昱成
时间：周六9∶30-11∶00
地点：洛阳市科学技术馆二楼

洛阳市图书馆

主题A：《曾国藩家训》
时间：周日15∶00-17∶00
地点：洛阳市图书馆二楼

主题B：《如何让孩子更快地
适应小学》
主讲：吴若瑜
时间：周日9∶00-11∶00
地点：洛阳市图书馆二楼

洛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主题：手工坊之“创意笔筒”
主讲：符莎
时间：周六10∶00-11∶00
地点：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手工

活动室
对象：4岁以上读者及其家长
报名：实行现场报名，限报10
个家庭，报满为止
电话：64852601

主题：《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
主讲：葛晶
时间：周六16∶00-17∶00
地点：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多功
能厅
对象：4岁以上儿童
报名：现场报名，限报30个家
庭，活动开始前10分钟截止
电话：64852601
QQ群：181447663

主题：《豆丁的快乐日记》
时间：周日16∶00-17∶00
地点：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多功
能厅
对象：4岁以上儿童
报名：现场报名，限报30个家
庭，活动开始前10分钟截止
电话：64852601
QQ群：181447663

本报讯 昨夜，洛阳市区下
起了小雨，还刮着风，受此影响
大部分地区夜间温度较低。昨
日16时50分洛阳气象局发布
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小时
内洛阳市大部分地区将有雷电
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
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虽然阳光偶尔会和降雨展
开“拉锯战”，但气温都不会明显
下降。据洛阳气象台预报，今日

“小晴歌”再度开唱，太阳伴着风
儿登场。今天白天，多云到晴
天，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

16℃到18℃，最高气温25℃到
27℃；明日全区晴天间多云，气
温16℃到28℃。

天气一热大家就迫不及待
挣脱厚衣物的束缚，大街上短袖
随处可见。对此，专家提醒市
民，春季、夏季的衣服减得越慢
越好，应该让身体有个逐渐适应
天气的过程，这样才能提高人体
的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功能。“如
果增减衣物过快，身体防卫功能
却不能很快适应，易得风湿、腰
脱、颈脱等疾病。”

洛阳树威古瓷鉴藏博物馆：
5月16日，举办“穿越历史，感悟
传统”活动，由博物馆联合百度
百科共同组织大学生开展，届时
将邀请河南科技大学30多名学
生志愿者参加，将参观博物馆，
了解文物藏品和传统文化。

5月17日下午，举办新加入
博物馆志愿者“入馆仪式”，目前
已有11人报名参加，馆长陈树
威表示，期待更多的有爱心、有

奉献他人和社会的人士参加博
物馆公益事业。

嵩县嵩州古灯博物馆：精美
古灯走进敬老院、学校活动。馆
长王现贞介绍，为让博物馆的藏
品被更多人认识，他带着古灯走
出博物馆，已举办的古灯走进敬
老院活动，让老人近距离欣赏古
灯；５月18日当天，将继续“主
动出击”，带上近百件古灯走进
当地的北店街小学。

本报讯 每年5月份，是河
南省全民健身活动月。昨日，
记者从洛阳市全民健身工作领
导小组了解到，本月，洛阳将同
步启动洛阳市全民健身活动月
的相关活动，邀请广大群众积
极参与。

●空竹个人单项公开赛
时间：5月17日下午2：30
地点：老城体育场
报名：各县（市）于4月20

日前将参赛报名表报洛阳市体
育 总 会 。 联 系 人 ：李 龙 涛
（65989753，18625414186）

市区的参赛人员需以活动
站为单位，于4月19日下午将
参赛报名表报送王城空竹园活
动 现 场 。 联 系 人 ：郑 安 民
（13592051401）

●健身秧歌比赛
时间：5月23日8:00
地点：新区体育中心广场
报名：各城市区参赛队可

通过站点直接向洛阳市体育舞
蹈运动协会报名参赛。联系
人：李建平（63254256）

各县（市）、区请将报名表
发送至市体育局群体科。联系

人：李珂（65920323）

●健身气功比赛
时间：5月24日-25日
地点：新区体育中心广场
报名：西工区、涧西区、老

城区、瀍河区、洛龙区参赛队直
接向洛阳市健身气功协会报
名，于5月15日前将报名表电
子版报市气功协会电子邮箱：
lilaoshiaa@126.com。

各县（市）及吉利区参赛队
由体育部门按要求选派，报名
表由县（市）、区体育部门于5
月15日前报市气功协会电子
邮 箱 ：lilaoshiaa@126.com，
并加盖公章传真至市体育局群
体科：65920300。

●太极拳、器械集体项目
时间：5月31日-6月1日
地点：西工体育场老年门

球场
报名：本次比赛采用网上

报名方式，需登录网站www.
jingsai-hongming.co 报名，
报名时间于5月10日开始到5
月28日结束。

公益大讲堂，本周末继续开讲

今日“小晴歌”再度开唱
阳光伴着风儿登场
□记者 朱琳

国际博物馆日来临
洛阳多家博物馆推出活动
□记者 段伟朵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阳
市文物局博物馆科了解到，为迎

“5·18”国际博物馆日，市文物
局将号召洛阳各大博物馆开展
一系列活动，依托博物馆藏品，
宣传传统文化。比如，全市各博
物馆、纪念馆根据实际情况，提
供定时免费讲解服务；开展免费

开放或门票优惠活动，如18日
当天，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
馆免费开放，定鼎门博物馆实行

“一元游定鼎门”活动。
据了解，今年5月18日是

第39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
主题为：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社会
的博物馆。

【国有博物馆】

洛阳博物馆：5月17日下午
举行“手绘饕餮之美——饕餮纹
饰木版画体验活动”，届时，将邀
请专业讲解员和老师带领大家
参观展览、了解青铜器纹饰，并
亲自动手绘制青铜器上最为著
名的饕餮纹饰。该活动即日起
报名预约，仅限6至12岁儿童
参与，限报名额15人，报满即
止，详情咨询69901020。

此外，在“5·18”期间，该博
物馆还将举行“洛博流动博物
馆”宣讲、洛博荣誉馆员授牌仪
式、志愿者定时讲解等服务。

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
馆：5月18日当天免费对公众开
放，配合今年宣传主题，组织小
学生进馆，开展“古人的低碳生
活”历史小课堂活动；与美术教
育机构合作，举办“我画中的博

物馆”美术微展览。
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5

月18日当天，对大众实行“一元
游定鼎门”活动，游览内容包含
定鼎门遗址博物馆和定鼎门遗
址公园；在定鼎门遗址南广场，
通过展板形式，展示洛阳市各大
博物馆。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分时
段为游客提供免费讲解服务，5
月16日，举办关于“洛阳西汉画
像”的专题讲座，并为游客发放
古代艺术博物馆宣传简介。

洛阳民俗博物馆：通过版
面、图片等形式，展示洛阳民俗
博物馆历史和亮点；组织工作人
员到河南科技大学、洛阳理工学
院、洛阳师范学院，开展“流动博
物馆进校园”活动。

【民办博物馆】

各种精彩正上演，多项活动等您来
本期“非遗大讲堂”
邀您看“南庄木偶戏”

即日起至25日
举行聋哑人集邮展

“全民健身月”本月启动
多项活动正进行

□记者 邵洋洋

□记者 李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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