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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亚鸽

本报讯 1月23日，记者从
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获
悉，“2018香港欢乐春节文化
庙会——中华源·老家河南”活
动将于2018年 2月 22日（农
历正月初七）至27日（农历正
月十二）在香港九龙公园举
行。通过现场展览、演出等形
式将具有河南特色的民俗、功

夫、手工艺品、传统小吃等介绍
给香港同胞，让他们在家门口
就能体验到少林功夫、汴绣、钧
瓷、烩面等河南特色。届时，大
河报、豫直播记者将从前方实
况直播。

“中华源·老家河南”活动
由中华文化联谊会、中国友好
和平发展基金会、河南省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办。旨在
以春节文化为纽带，加深香港

同胞与内地民众的情感联系。
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

办公室党组成员、省对外友协
专职副会长李镇介绍，2018年
香港欢乐春节文化庙会为突出

“老家河南”主题，主办方精心
组织，设置了六大板块主题活
动，包括“文明河南·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功夫河南·武术民
俗文化表演”、“多彩河南·旅游
文化摄影展”、“物美河南·名优

特精品展”、“魅力中原·唯美河
南印象展”、“根在河南·姓氏根
亲文化展”等“五展一演”，为香
港同胞送上一道精神文化大
餐。

届时，大河报、豫直播记者
会从前方实况直播这场豫港大
联欢，带你领略香港同胞的过
年方式，体会他们眼中的中原
文化，连通豫港人们共度春节
的激情。

□记者 丁倩

本报讯 随着电梯安装数
量的增多，电梯安全问题备受
关注。1月23日，2017年度电
梯应急处置工作总结大会在郑
召开，记者现场获悉，去年郑州
市共发生电梯困人故障5841
起，人为原因占比达33.2%。

郑州市电梯应急处置中心
主任杨军武介绍，凡是规范安
装的电梯，再加上定期维护检
查，电梯无故出现故障的概率
很低，被困电梯的主要原因在
于不规范的人为操作。

据郑州市电梯应急处置中
心数据统计，去年5841起电梯
困人故障中，人为原因占比达

33.2%，其中因生活垃圾卡门
被困占18.3%，野蛮搬运导致
门变形被困占2.12%。外部原
因主要是因停电被困电梯，占
比22.4%。其次为门系统故障
和控制系统故障，各占15％和
12％。

综合分析，生活垃圾卡门、
停电、门系统故障和控制系统
故障是造成电梯困人故障的四
大主要原因。

恐慌、焦急、惊惧……有过
被困电梯经历的市民多少有点
心理阴影，而当问及被困如何
求救时，多数市民反映只知道
按电梯内求救按钮，却不知道
求救电话96333的存在。

“按求救按钮是首选，但当

其失灵时应及时拨打电话
96333。”杨军武告诉记者，
96333是郑州唯一电梯应急处
置平台，类似120、119等便民
电话，按照国家规定，维保人员
必须30分钟内到达故障现场，
但因在郑州上线时间较短，市
民知晓不多。

据悉，截至2017年底，郑
州市纳入平台的电梯维保单位
达到278家，平台覆盖电梯数
量5.6万余台，占应张贴“电梯
应急救援标识牌”的电梯总量
的 98.2%。根据平台数据统
计，96333开通以来共处置电
梯困人 6202 起，接到市民
96333指令后响应率达100%，
至今尚没有出现不接受指令情

况。
据了解，郑州市去年全年

发生电梯困人故障5841起，电
梯报障1636起，共解救被困人
员上万人，电梯困人救援成功
率达到了100%，故障即时处
置率达到96%以上，维保人员
到达现场平均用时13分钟，现
场救援平均用时8分钟。

然而，真正降低电梯困人
故障率，需要引导市民正确乘
电梯，尽可能杜绝人为因素造
成电梯困人，如在电梯内乱扔
生活垃圾、野蛮使用电梯等。
杨军武表示，相关维保部门也
要加强关注电器元器件、轿箱
门锁、厅门锁、控制主板等电梯
易出现故障的重点部位。

郑州电梯困人故障人为原因占33.2%，有关人士称求救首选是按钮

困在电梯里，还可拨打96333

溜出圈，19头驴夜间撒欢“逛世界”
民警通过监控视频将走失的驴先后找到

□记者 李岚 文图

阅读提示 | 1月19日凌晨，新密市曲梁镇沃郑村的养
驴户陈广辉，到驴圈里巡查时，发现圈门大开，里面的19
头毛驴不知去向。眼看着辛辛苦苦养大的驴突然间没了
踪影，他心急如焚，慌忙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曲梁镇派
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通过辖区道路监控，很快确定了这
些驴的逃跑方向，并与失主一起寻找，直到当天下午1时
30分，这群外出“逛街”的倔驴才先后被找回。1月23日，
心存感激的陈广辉和家人来到派出所，当面向民警道谢。

19头驴集体“出逃”

1月19日凌晨2时32分
许，正在值夜班的新密市公安
局曲梁镇派出所副所长杨燕
青，突然接到110指挥中心的
指令，说该辖区沃郑村养驴户
陈广辉，饲养的19头毛驴夜
间跑了出来，希望派出所民警
协助查找。

接警后，杨燕青立即安排
民警郭国敏、来喜灿，驾驶巡
逻车到沃郑村周边进行寻找，
同时安排另一组民警调取设
置在各路段的“平安新密”监
控。为了问明这些驴的丢失
情况，他带人迅速找到了养驴
户陈广辉。

据62岁的陈广辉介绍，
半个小时前，他到驴圈查看情
况时，发现圈门大开，圈内饲
养的19头毛驴都不见了。经
过询问得知，是饲养员头天晚
上给驴喂食后，忘了锁驴圈的
门。“这些从山东引进的德州
毛驴已经养了两年，每头的市

场价都在1万元以上，如果丢
了，这两年的心血都白费了。”
陈广辉说。

为了尽快帮助老陈找到
走失的19头驴，在监控室里
查看监控视频的民警，把养驴
场周边路口的监控全部调了
出来，很快发现这群驴最早出
现在监控中的时间是19日凌
晨零时40分。此处距离该村
较近，由此初步推断群驴出逃
的时间应该在凌晨零时20分
左右。

监控视频中民警看到，从
沃郑村里跑出来的驴只有13
头，另外6头并没出村，很可
能跑到了村子附近的树林或
者农田里，让老陈找人帮忙先
在村里找找。跑出村的13头
驴，沿永兴快速通道走了一段
时间后，又分成了两拨，一拨
有5头驴继续沿路向北走，另
一拨有8头则拐到了一条运
煤通道上继续向前行走。

1月19日上午8时许，陈
广辉带人按照民警从监控视
频中查出的毛驴出走路线，来
到了该镇的一家耐火材料公
司门口。正在值班的保安一
听他们正在寻找丢失的毛驴，
忙将他们带到院子里，说夜里
看到有8头驴往厂里跑，怀疑
这些驴是从饲养场走失的，就
将它们拦下，等天亮后便通过
熟人和同事打听失主的下落，
没想到失主这么快就找上了
门。

当陈广辉等人赶着从耐
火材料公司带回的8头毛驴
回村后，那些在村子里找驴的
人，也先后从田野间和树林里

找回了6头驴。
另外 5 头驴去了哪里？

民警通过监控视频发现，凌晨
1时16分，5头驴行至河西村
与长洼村交界处之后就走出
了监控范围。民警便带着老
陈等人到村边的田野间和树
林里继续寻找。

下午1时30分，当他们找
到一片林地时，隐约听到驴的
叫声，进到林子里一看，果然，
5头驴正在树林里转悠歇息。

“这么冷的天，民警们半
夜冒着零下三四摄氏度的低
温帮我找驴，真的很感谢他
们！”找着自己的驴后，陈广辉
向民警连连道谢。

民警凭监控找回

春节，豫直播要到香港夸夸咱河南庙会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实习生 蔡忠祥

本报讯 1月22日，本报以《七
旬老人想找失联54年的“闺蜜”》为
题对刘亚民寻找同班同学陈广玲
一事进行了报道，感动了众多读
者，不少市民纷纷给记者致电询问
情况。

当天下午6时，正当记者多方
联系，试图寻找陈广玲老人时，却
意外接到一个电话。

“喂你好，请问是大河报安阳
记者吗？我是陈广玲……”原来，
陈广玲的朋友是大河报的忠实读
者，其看报纸时得知了这个消息，
就赶紧联系了陈广玲。“请把刘亚
民的电话给我吧，我想立刻就跟她
联系上。”陈广玲在电话那头激动
地表示。

“我也一直很想她。”昨天见到
记者后陈广玲表示。“您们约好什
么时间见面了吗？”记者问道。陈
阿姨很开心地回答说：“我们昨天
打过电话了，都商量好了，打算
等天气暖和了，她就来安阳。在
安阳还有好多同学，大家一起见
见面。我们再一起去原来上班的
地方看看。”

《七旬老人想找失联54
年的“闺蜜”》后续

老人通过大河报
找到昔日“闺蜜”

民警帮养驴户陈广辉找回19头驴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本报安阳讯 1月 23日早上7
时28分，河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史上
的第一座转体桥——安阳西北绕城
高速公路跨京广铁路大桥主桥实现
成功转体。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作为安
阳西北绕城高速全线的关键控制性
工程，跨京广铁路大桥全长930米，
其中转体梁部分长100米，桥面净
宽26米，转体高度15米，整幅桥转
体重量约12000余吨，转体梁部分
需浇注混凝土3600余方，转体幅度
为89.98度，其施工工艺复杂、转体
重量大。这样的结构形式在河南省
高速公路建设历程中还是首次应
用。

同时，京广铁路是贯穿我国南
北最重要的铁路大通道，每天开行
列车约220趟，该桥临近铁路既有
线施工，距离最近仅有8米，安全风
险高，为保证铁路运行安全，避免跨
铁路桥梁施工干扰铁路运营，工程
采用墩顶平面转体施工，即先在铁
路一侧浇筑梁体，然后通过转体使
主梁就位，实现与引桥对接。

为确保项目按期建成，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等各参建单位不断优
化设计方案，持续加强安全管控，成
立专项工程建设突击队，解决了一
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克服建筑材料
大幅涨价、环保管控严格等多重不
利因素，按时完成了转体桥施工。
该桥转体后，经专业监测机构检测，
完全达到质量等预定目标。

安阳绕城高速
跨京广铁路大桥
成功转体


